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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課程設計與

教材編寫：「臺灣社會議題」課程之

個案探析 

中文摘要 
 

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是一

種著重於內容與語言的雙焦點教學與學習方式。 教學者透過目標語言授內容，

而學習者則透過內容來學習語言，用語言來學習內容。 

由於 CLIL 較少應用於華語教學中，故研究者欲探討華語輔助課程當中

CLIL 的應用性及成效。研究者結合華語（語言） 與台灣時下的社會議題（內

容） ，並以 Do Coyle (2010) 提出的4Cs 核心原則（內容、溝通 （語言） 、認知

及文化） 進行課程設計、教材編寫及教學實驗，並請觀課者填寫 Do Coyle 所提

出的「CLIL 觀課檢核表」，請學習者填寫依檢核表所編寫而成的「語言輔助課

調查表」，隨後再進行兩份問卷的比較分析，並輔以觀課者的訪談以做進一步之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CLIL 的教材與教學設計皆能有效應用於華語教學上。 

  
 

關鍵詞：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華語教學、輔助課程、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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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CLIL-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current issues” 

Abstract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LIL) is a 

dual-focused educational approach. With the approach, teachers teach content through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learners are learning the content through the language or the 

language through the content. 

Since CLIL is rarely used in Chinese teaching, this aim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LIL in Chinese study courses. This study combines Chinese 

(language) and Taiwan's current social issues (content). This paper compile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4Cs framework (content, communication (language), 

cognitive and culture), previously proposed by Do Coyle (2010), in order to conduct 

teaching experiments. During the trial lesson, class observers were asked to fill in a 

"CLIL Unit Checklist” which designed by Do Coyle, and learner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supplementary class feedback" survey which based on the checklist. Then, 

w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views with 4 class observers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LIL'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design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Chinese teaching. 
 

 

Keywords: CLIL, Chinese Teaching, Supplementary courses,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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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是以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以下簡稱為 CLIL) 為基礎，將華語教學 （語言） 與臺灣社會議題 （內容） 結

合，探討此教學法於華語教學上之應用性及可行性。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

是研究背景與，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章節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CLIL 為近年來在歐洲大力推行之第二語言教學法，此教學法的概念是由一

名來自芬蘭的學者 David Marsh 於1994年所提出，但是自2003年起才被廣泛研究 

(Pérez-Cañado, 2012) 。CLIL 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60年代在加拿大所推行的法

國的沈浸式教學，因此被認為是沈浸式 (Canadian French Immersion) 及北美雙語

教育的繼承者 (Pérez-Cañado, 2012) 。CLIL 強調內容與語言之整合教學，透過利

用另一種語言 (Additional Language)  教授學科內容來學習語言，使學習者能在學

習內容之時，同時學習語言，如：學習者要學習中文，他們則以中文學習歷

史、地理、數學等學科。 

CLIL 與內容導向教學法、沈浸式教學法極為相似，三者相同之處為皆以內

容或主題來學習語言，不同之處在於三者的最終學習目標。雖然是以內容出

發，但是內容導向教學法最終學習目標是以語言為主，認為內容只是輔助語言

學習的方式。然而，沈浸式教學法則以學科內容為主，語言是輔助內容學習的

工具 (Dale et.al, 2012) 。CLIL 最終的學習目標則是學習者既能學習語言，也能學

習內容，兩者互相輔助以利學習發展。 

  CLIL 在90年代迅速發展，成為歐洲的主流教育方法，至今已有20年之

久。 (Marsh, 2002) 。其最早被提及是在歐盟 (European Commission) 1995年的白

皮書 (White Paper) ，當中提到語言推廣應當符合歐洲多語言環境的需求，同時

也鼓勵以第二語言為媒介語來教授非語言學科 (Baetens Beardsmore, 2002) 。之

後， 在2008年的多語言學習政策中，由於積極推廣用外語  (Foreign Language)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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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非語言性質的學科，即是 CLIL 教學法，歐盟為此而特別重視語言教師的培

訓及提高一般教師的語言能力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 

由於歐洲是個多語言地區，僅管學生仍有選擇的權利，但是幾乎所有歐盟

國家都強制學生學習多一種語言  (Pérez-Cañado,  2012)。此外，CLIL 能蓬勃發展

也有賴於在歐洲國際學校普遍的設立，在這些學校的學習者的第一語言都不

同，多達50種  (Pérez-Cañado, 2012)，因此發展第二及第三語言的學習更具必要

性。  

近年來， 國際教育也受到家長及學生的青睞，國際學校在世界各角落如雨

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國際教育提倡學習者在學習上的主動創造及思考，並培養

他們的批判思考能力，有別於傳統填鴨式的學習方式，學習者更傾向接受開放

式學習。其中，國際文憑教育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簡稱 IB1 ) 表現出

眾 ，尤其受到肯定。 根據官方統計，全球約有5000所 IB 學校 ，從2012年至

2017年，全球 IB 課程的增長數量達39.3%。IB 旨在提供廣泛且平衡的學習內

容，在學習的過程中著重概念的理解，透過探究知識、行動及批判性思考進行

學習，同時也強調培養學習者的思考、溝通、合作等技能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2019) 。這與 CLIL 教學法重視溝通、透過認知技巧來

學習等主張不謀而合。 

除此之外，由劍橋大學創立劍橋國際通用教育課程 (Cambridge International2)  

提倡與教學概念  (educational approach) 做結合的雙語教育，包括 CLIL 及雙語教

學 (dual-language educa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劍橋大學出版社也推出了許多與 

CLIL 相 關 之 專 書 ， 而 劍 橋 大 學 國 際 考 試 局 3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1 IB 為國際文憑組織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成立於 1968 年。IB 為 3-19 歲的學生提供

了四種不同的教育項目，分別是小學項目 (PYP) 、中學項目 (MYP) 、大學預科項目 (DP) 和 IBCP。截止

2019 年 3 月，全世界有 153 個國家地區的 4998 所學校採用了這些項目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2019) 	
 
2
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課程為 5-19 歲的學生提供了四個不同的學習階段，分別是小學 (Cambridge 

Primary) 、初中 (Cambridge Lower Secondary) 、高中 (Cambridge Upper Secondary) 以及大學預科與先修班 

(Cambridge Advanced) 。高中課程的檢定考試為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簡稱為 IGCSE) ，並獲得全球大多數的大學的認可。球有 160 多個國家，以劍橋

國際教育為主的學校在，超過 10,000 所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9)  
 
3
劍橋大學國際考試局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為全球主要考試之一，其所發出的學歷受到

英國及全球認證，具有極高的指標性。它提供不同國際考試，包括通用教育證書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簡稱為 GCE) 、國際通用教育證書 (IGCSE) 及劍橋國際文憑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plomas)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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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s) 2015年 也 在 義 大 利 舉 辦 「Using Cambridge to build a CLIL 

curriculum」師資培訓課程，結合劍橋課程與 CLIL 教學。基於以上 CLIL 與國際

教育的廣泛結合，本研究則欲探討 CLIL 與華文教育的結合與應用，進一步促成

華語教育與國際教育的無縫接軌。		

至目前為止，華語教學的教學法大多沿用自英語教學，如最早期的語法翻

譯法，直接法、聽說法，以人本主義為主的默示法、暗示教學法、團體語言學

習法及全身反應法 (TPR) 及各種溝通教學法，包括任務導向教學法等。語言教

學發展至今，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教學法，但由於教學架構與傳統教學法相

去甚遠，因此溝通法受到極多批判。隨著教學的型態與目的的改變，近年來以

溝通為主教學法十分受歡迎 （邢志群，2013）。 

李泉（1996）提到對外漢語的教學原則有三：一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應

合乎學生需求；二是以培養交際能力為重點；三是以結構為基礎、功能為目

的、文化為語言教學服務之結構、功能與文化三結合之框架為原則。對外漢語

是一種語言教學，其教學內容就是語言，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兩者關係

密切（李泉，1996）。針對教學內容而言，李宇明（2011） 認為教學內容是所有

教學需要先解決的根本問題，學習語言也需要學習該語言的文化，因此漢語國

際教育不僅要以語言為主，且要加入文化作為教學內容。 

在華語教學法中，馬箭飛（2004）指出對外漢語教學從單一模式走向綜合

模式，也將從語言能力的培養轉換成交際能力培養，原以教為主的模式變成教

學合一的模式，他從以下六個面向探討對外漢語教學法未來的趨勢，分別一是

理論研究的並進化，從多學科角度探討教學理論；二是教學法型態模式化，今

後的教學法將模式化，兼顧教學理念及教學模式；三是語言材料的語篇化，著

重語言交際功能，掌握話語的意義；四是語法教學強勢化，將語法教學建立在

交際語言之下，五是教學活動化和任務化，將以學生實際需求選取教學材料，

讓學習者透過教學活動及任務來學習，而六是教學的立體化，教學內容含有上

下文、具有交際背景及文化，以多媒體的輔助下，重視活動式學習，體現在學

習者、教學者及語篇上。 

李堯 （2011）認為對外漢語的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師生

角色應當調整為以學生為教學主體的中心，而教師則為中介，引導及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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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習。然而，學生是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和積極互動者，在教師的引導

下利用母語習得的經驗來學習漢語在教學中。 

綜合以上對外漢語教學的原則與 CLIL 的核心原則相呼應，因此本研究嘗試

應用 CLIL 模式進行教材編寫與教學實驗，以檢視 CLIL 於華語教學的適用性。 

就現況而言，CLIL 大部分多應用於英文教學，在「臺灣博碩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中利用關鍵字搜尋進行精準或模糊比對，所得出的結果只有三篇論文，

而這三篇論文都是探討與英文教學相關的。若在「華藝線上資料庫」搜尋相關

之關鍵字，得出的結果包含期刊文章、論文、專書等近32筆資料，其中期刊有

23篇，除了3篇說明日本語言的學習，其他皆為英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台灣亦是如此。如亞洲大學於2017年舉辦 CLIL 的工作坊，欲將此教法學

融入於該校之全英語專業課程，而國立成功大學應用英語學系也持續推行此教

學方式。然而，在華語教學方面則只有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華語文教學系在

大學部的課程教授當中採用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學，並在2018年

舉辦了了第一屆「華語 CLIL 國際研討會」。國外的相關華語教學之研究不多，

目前惟見 Huang 2003年的研究及 Orton & Cui (2016) 。 

由此可見，CLIL 於英語教學已有許多相關研究及報告，但在華語教學方面

之相關討論則是較為匱乏的。過去，華語教學界因受到一般語言學及語言教學

之影響，多以語言分析、語言教學方法為主要研究方向，較少以教學導向為主

要方向的研究，因此相關研究對前線教師培訓有一定的助益（何德華，2009）。 

傳統的華語教學以教師講課為主，而 CLIL 則是以學生出發點進而安排及設

計教學。此外，CLIL 與其他傳統教學的不同在於結合了語言及內容的學習，目

標語馬上就能應用有意義的環境中，重點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在內容的溝通

上  (Surmont, Van de Craen, Struys & Somers, 2014) 。於是，本研究秉著實證精

神，透過以 CLIL 教學法為原則實際編寫教材，並進一步進行教學實驗，以探究

CLIL 的可行性及可能存在的挑戰。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欲藉此研究探討 CLIL 於華語教學的應用與實行之成

效，為教師提供一些新方向，冀望為華語教學帶來不同的觀點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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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以 CLIL 方式編寫教案與教材，並在國語教學中心輔助課程中進行教

學實驗，透過參與課程的觀察教師與學生所提供之意見，進行綜合比較及分

析，藉此探究 CLIL 應用於華文教學之可行性及其有效性。基於上述研究之目

的，本研究提出兩大問題： 

1. 如何建構一個 CLIL 之課程，以增加華語教學法之多元性。 

2. CLIL 於學生之學習是否具有成效？ 

 

第三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共為六章，分別為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課程設計、研究結

果及討論及結論。 

第一章緒論旨在探討研究背景與、闡述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第二章文獻

探討則闡述 CLIL 之特色與性質，為實驗之課程設計重要之理論基礎。此外，此

部分亦將其與沈浸式教學法與內容導向教學法進行比較，並對 CLIL 於外語教學

及其在華語教學領域之研究現況加以探析。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之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場域及工具的使用。第四章為課程設計，其中包括了教

案的設計與教材之編寫，兩者皆以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為主要設計原則及框

架。第五章為研究結果，說明 CLIL 於華語教學之成效及其應用。第六章為結

論，概括研究之成果與所面臨的限制，並說明研究之未來展望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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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了探究 CLIL 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性及成效， 本章將針對 CLIL 課程設計及

教材編寫之原則進行文獻探討。本章共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說明 CLIL 的核心

原則及其特色；第二節比較 CLIL、沈浸式與內容導向教學之異同；第三節則是

CLIL 應用於華語教學及外語教學之相關研究分析。 

	

第一節 CLIL 的核心原則 

CLIL 是一種第二語言 (L2) 的教授與學習的方法之一  (Ball, Kelly & Clegg, 

2016)，主張雙焦點的教學法，即是透過另外一種語言 (additional language) 來進

行內容與語言的教與學  (Coyle, Hood & Marsh, 2010) 。CLIL 並不是單純地用另

一種語言來學習內容，而是透過該語言來學習內容與所要學習的語言  (Eurydice, 

2006，引自 Coyle et al,  2010) 。教師以第二語言教授內容，學生在學習內容的同

時也學習語言。因此，對教學者而言，他們是用第二語言教授內容，但是對學

習者而言，內容與語言的學習是同時發生的，學習內容知識的當下也在學習語

言。  

受到 Mohan (1986) 早期研究及其知識框架 (Knowledge Framework) 的影響，

Coyle 發展了4Cs 框架，為 CLIL 在不同方面應用提供基礎，以支持 CLIL 教學法

的發展  (Coyle, 2007) 。CLIL 的4項核心原則有兩個版本，一是 Mehisto ，Marsh 

& Frigols  (2008) 提出的內容  (content) 、語言  （溝通）(communication) 、認知 

(cognition) 及社區 (community) ，另一個則是內容 (content) 、語言（溝通） 

(communication) 、認知 (cognition) 及文化 (culture) ，簡稱為4Cs 框架， (Coyle, 

2005; Coyle et al., 2010)。 多數文獻皆以後者為主要核心原則，原因是文化的涵

蓋範圍較為寬廣，從社區到社會，都可列於文化之下。 

然而，對比 Coyle 2006年與2010年的4Cs 框架圖（請參見圖二-1、二-2） 

後，發現此兩者有所不同。由於文化與語言的關係十分複雜  (Byram, 2001，引

自 Coyle, 2007) ，Coyle 認為跨文化理解能夠推動其他方面的進步，如轉型教育  

(transformative pedagogies) 、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ship) 、學生意見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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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與身分投資  (identity investment)   (Cummins, 2004，引自 Coyle, 2007) ，因

此，此框架起初以文化為核心。 

 

 

 
圖二- 1 CLIL 的 4Cs 框架  (Coyle, 2006 in Coyle, 2007)  

之後， 除對內容知識的理解、運用相關認知學習、進行交際互動、發展適

當語言知識技能及跨文化意識以外，他們也考量特定語境  (context) 對內容與語

言整合學習的影響，並認為4Cs 與語境之間存在著共生關係，因此新的4Cs 框架

被涵括於語境下， 卻沒有特別將語境納入4Cs 框架  (Coyle et al., 2010) ，成為第

五個「C」。 

由於整個4C 框架被語境所包圍，有學者認為可就此將語境視為第五個

「C」  (Gierlinger , 2014，引自 Lynch, 2015) 。Lynch (2015) 認為將概念框架描述

為4C+1比5C 更為合適，因為語境把4C 框架封裝起來。這也與 Coyle 等人未將語

境視為第五個「C」的情況相呼應 。 

4Cs 框架是一個用以規劃 CLIL 教學活動，並能最大化任何模式，任何程度

及年齡之潛能的指標 (Coyle, 200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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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 CLIL 的 4Cs 框架  (Coyle et al, 2010)  

 

CLIL 的4項核心原則分敘如下： 

 

一、內容  (Content)  

比起傳統教學，CLIL 的教學模式更為靈活。Ball et al. (2016) 認為 CLIL 的

教學模式可依照教學目的、語言、學生年齡、及社會環境需求而定。換句話

說，CLIL 的教學方式將取決於學習機構的課程內容 (Coyle et al., 2010) 。 

CLIL 主張內容與語言教學應各佔50%，兩者之間需取得平衡 (Ting, 2010) ：

內容和語言總是並肩而行的，內容中有語言，語言中有內容，兩者是無法分割

的  (Ball et al., 2016) 。教師用目標語教授學科內容，而學習者則使用目標語學習

學科的相關內容，且需在此兩者當中取得平衡。但是，相關研究表示內容與語

言要達至平衡並非易事  (Dalton-puffer 2007; Meshito 2008; Perez-Vidla and Juan-

Garau 2010，引自 Cenoz, Genesee & Gorter, 2014) 。 

就廣義上來說，凡新知識的學習都可視為內容，狹義上則僅指學科內容。

CLIL 強調的是不僅要學習課程中的知識與技能，還要思考如何透過創造性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與認知挑戰  (cognitive challenge) 

來應用這些知識和技能，這樣才能有效地學習內容  (Coyle et 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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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 （語言） (Communication (language) ) 

Llinares，Morton & Whittaker  (2012)  指出，語言有兩大方向，分別是用以

表達任何學科重要意義的語言，以及在課堂交際所使用的語言。 

CLIL 強調語言是溝通和學習的管道，即透過使用語言來增進語言能力。如

同由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於1809年所提出的「用進廢退說」所指，生物的器官

會因使用的次數頻繁而變得發達，若是沒使用就會退化；若不經常使用語言，

語言則無法發展。 

溝通 (communication) 指的是教師與學生互動、學生與學生互動或學生與他

人互動時都使用目標語。「由於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透過語言來學習內容，才

能使溝通具有意義」 (Pérez-Vidal，2009) ，因此，在 CLIL 模式下，語言是一種

溝通，溝通使用語言，兩者角色皆可互換，因此語言也包括交際語言 (Coyle et 

al., 2010) 。Bentley  (2010) 也提到 CLIL 模式旨在提高學生的說話時間 (Student 

Talking Time) ，同時減少教師的講課時間 (Teacher Talking Time) 。這與華語文教

學中一直強調的「教師要少說，學生要多說」（竺靜華 ，1996）的原則相呼應。 

Coyle et al. (2010) 提到在 CLIL 的模式中，語言可分成內容語言 (language of 

learning) 、 輔 助 語 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 及 自 發 語 言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統稱為語言三角 (The Language Triptych) 。這些是教師在執行 CLIL

教學設計時之重要指標，也就是說，教師在進行語言部分的教學設計時，必須

將語言三角納入考量，分別說明如下： 

 
圖二- 3 CLIL 的語言三角 The Language Triptych  (Coyle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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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語言」指的是用來學習新知識內容的語言，其中包含詞彙、語法、

句型等等。以本研究之教材為例，「颱風」、「罕見」、「 侵襲 」、「 糧倉 」等詞彙

為內容語言。 

「輔助語言」是在課堂中所使用的語言，包括回答教師提問、完成教學任

務、表達看法等等，但並非學習者的第一語言。  輔助語言可分為以下幾類  

(Coyle et al., 2010) ：以本研究之教材為例，提問如：從剛才的影片/圖片中，你

聽到/看到了什麼，指示如：請和你的朋友討論、表達意見如：我覺得……等等)  

「自發語言」是指學習者在搜尋資料而接觸到與內容相關的額外語言，例

如，學生在課後自行查詢台灣氣候課程主題所獲得的語言。 

 

三、認知  (cognition)  

思考驅動教學/學習的過程，思考的力量越大，學習能力越強，因此 Mehisto 

et al. (2008) 認為「好的 CLIL 之實踐是由認知所開啟的」。在二語學習中，

McLaughlin (1985) 認為學習二語就好比學習技能，需要多方的練習及整合，才

能有好的表現，因此學習即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會牽涉到學習者

如何處理語言的內部結構，包括選擇正確的詞彙、語法及語用以進行輸出。自

動化  (Automaticity) 及重新建構  (Restructuring) 是認知理論  (Cognitive Theory) 的

重要核心概念，這兩種方式能幫助學習者處理語言資訊。Shiffrin and Schneider  

(1977) 提到記憶是連結點的集合，學習能使得這些連結點產生關聯，而人類大

腦中大部分的連結都未活化，而自動化及控制性加工  (controlled processing) 能

喚醒這些連結點 (引自 McLaughlin, 1985) 。 

若多次持續以同樣模式輸入，且該輸入是適合學習者的程度，便能在記憶

中形成自動化模式， 這是能習得的反應。一旦學會，自動化的過程將會加速進

行，並且難以改變或制止。然而，控制性加工則是與自動化相反，這個模式是

暫時的，學習者能隨著學習狀況進行控制及調整  (McLaughlin, 1985) 。在學習的

過程中，學習者先以控制性加工來處理所得新知識，再經由多次練習進而使其

自動化，過後重新整合並建構所獲得的新知識，以內化學習。 

Ting (2011) 指 出 CLL 所 關 注 的 是 學 習 者 如 何 學 習 、 使 用 和 掌 握 外 語  

(Foreign Language) ，將「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方式轉換成「以學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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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方式。學生利用認知進行學習，使得學習具有意義。換句話說， CLIL 主

張有意義的學習，而不單純只是知識的傳授。學習者可以透過認知技巧去思

考，並以之建構對語言和內容的理解。 

受到 Mohan 的知識框架的啟發，CLIL 強調學習者能夠運用高層次思維技巧

來進行學習)  (Coyle et al., 2010) ，其認知學習技巧主要參考自 Bloom 的分類 

(Bloom’s taxonomy)  (Bloom, 1956) 所提出的六大思维技巧4，再由 Anderson and 

Krathwolh (2001) 提出的修訂版，分成兩個面向，為知識面向 (The Knowledge 

Dimension) 及認知面向 (The Cognitve Process Dimension) 。修訂後，將知識 

(knowledge) 改成記憶 (remember) ； Krathwohl (2002) 就修訂版的作者角度而

言，understand 是 comprehension 的同義詞，比起後者，前者更為廣泛地使用，

因此將 comprehension 改為 understand，中文皆譯為理解；綜合 (Synthesis) 改成

創造 (create) ；應用 (apply) 、分析 (analyze) 及評估 (evaluate) 則維持不變，成為

認知技巧的修正版。同時，Ball et al. (2016) 提出也可使用低層次思考 (Lower-

order thinking skill，簡稱 LOTS) 及高層次思考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簡稱

HOTS) 進一步區分，記憶、理解及應用技巧屬於前者；而分析、評估及創造能

力則為後者。原 Bloom’s taxonomy 及修訂後的版本圖示如下： 

                                                
4 Bloom’s taxonmy原六大思維層面：知識 (Knowledge) ，透過提問的方式來測試學生是否理

解課程的中心思想；理解 (comprehension) 學生不再死記硬背,而是理解所學；應用 

(Appplication) ,學習者能夠應用他們所學；分析 (Analysis) ，學生能夠運用所學進行分析；

綜合 (Synthesis) ，學生能綜合所學，提出新想法。 (Bloom，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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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4 原 Bloom's Taxonomy (Bloom, 1956)  

 

 
圖二- 5 修訂版 Bloom's Taxonomy (Anderson and Krathwolh, 2001; Ball et al, 2016)  

此外，教師可參考各種不同的框架來訓練學生的創意及批判性思維，如：

分辨 (differentiate) 、組織 (organize) 、歸類 (attribute) 、排序 (sequence) 、分類 

(subdivide) 、區別 (distinguish between) 等等 (Mehisto et al., 2008) ，教師可將這

些思維技能應用於 CLIL 的課程設計。Mehisto et al. (2008) 依內容、語言及學習

技能三方面提出發展學習者批判思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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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le et al. (2010) 認為於認知與語言之間取得平衡，才能使學習產生成效，

因此將 Cummins 1984的樣式設計為 CLIL 矩陣圖 (CLIL Matrix，見圖二-3) 來說

明認知與語言之間的關係。 

 
圖二- 6 CLIL 語言與認知矩陣圖 

 (改編於 Cummins, 1984， 引自 Coyle et al., 2010)  

象限1為低語言及認知要求。為不使語言干擾學習，認知活動的設計應該著

重於象限2。象限4的高語言、低認知需求則需在特別注重語言形式及練習的情

況下才合適 (Coyle et al., 2010) 。具目的性的語言學習進程，以及認知上的挑戰

會使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往象限3前進 (Coyle et al., 2010) ，因此象限3

成為認知與語言需求平衡的指標。學習需具有挑戰性，但不會超出學習者負

荷，才可成為有效 CLIL 教與學的環境，因此提供給學習者的輸入可參考

Krashen 的 i+1 (Paschalidou, 2019) 。 

 

四、文化 (culture)  

在早期 CLIL 的4Cs 框架中，社區 (community) 為文化 (culture) 之前身，在

學習的過程中，從教室到地方，再到全球環境，學生能夠從中定位自己的角

色 ， 在 與 當 地 社 群 或 團 體 合 作 時 ， 有 自 信 及 技 能 ， 平 衡 個 人 與 他 人 利 益 
(Mehisto et al., 2008) 。 

文化在語言教學中常被大家所忽略，但在 CLIL 理念當中，文化是個必要的

存在。 透過瞭解他人的文化，再與自身的文化連結比較，更能深入瞭解彼此的

 



華語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 
 

 14 

文化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而提升對彼此的文化認知，產生跨文化溝通，這也

有助於全球化下的複語文化5  (pluriculturalism) 的發展 (Coyle et al., 2010)  。 

綜上所述，早期社區的文化涵蓋範圍較小，多為自身與在地的文化。而

CLIL 後來對於文化的定義涵蓋範圍較大，從對自身的文化醒覺到他人的文化醒

覺，擴大至整個社會甚至其他國家的文化，而 Coyle 也明確指出透過外語學習能

增進國際間的相互瞭解 (Coyle, 2005) 。 

綜上所言，CLIL 並沒有固定單一的模式，端視教學者如何以 CLIL 之核心

原則來進行教學設計，用以整合內容及語言 (Coyle, 2005) 。 因此，不同的教學

者會設計出不同模式的 CLIL 課程，Ball et al. (2016) 指出，若依照語言與內容的

主導比例，可將 CLIL 分成低強度 (Soft CLIL) 及高強度 (Hard CLIL) 兩種模式。

以語言為主導設計方向者為低強度模式，而以學科內容為主要設計方向者則是

高強度模式。內容中有語言，語言中有內容，文化則隱身於它們之中，而在內

容與語言的學習過程中需運用認知技巧。由此可見，4Cs 框架的四個元素是能夠

被獨立檢視，但是卻不能單獨存在的，必須互相連結並融合於教與學之中 
(Coyle et al., 2010) 。 
 
 
 
 

第二節 CLIL 與沈浸式教學法及內容導教學法之異

同 

提到聚集內容的外語或二語教學法，就會想到沈浸式及內容導向教學法。

CLIL 與沈浸式及內容導向教學法相似，但其實並不盡然完全相同。CLIL 通常被

視為一概括狀的概念 (Marsh, 2008) ，包含各種不同的二語教學方法，如沈浸

式、雙語教學、多語教學  (Mehisto et al., 2008) 。 

沈浸式雙語教學 (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一詞最早始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作為軍事培訓之用途，60年代初才被加拿大用來進行雙語教學 (Baker, 

                                                
5 複語 (陳振宇，2013) 文化與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的不同在於，多元文化指的是

一個社會當中不同文化同時存在，而複語文化則是不同文化同時存在，而這些文化之間在互相

融合之下，又保留了原文化的樣貌。 (改寫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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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沈浸式的教學模式因各國教育政策與方向而異，可依照學習者的沈浸年

齡、沈浸的時間 (Baker, 2011) 及學習者的背景來分類 （楊殿義，2018）。 

 (Baker, 2011) 將 沈 浸 式 教 育 依 照 年 齡 來 分 類 ， 分 為 早 期 沈 浸 (Early 

immersion， 嬰兒或幼兒時期開始接受沈浸式教學) 、中期沈浸 (delayed or middle 

immersion， 9-10歲左右開始接受沈浸式教學) 及至晚到中學才接受沈浸式教學

的晚期沈浸 (Late immersion) ；依照沈浸的時間分類則可分為完全沈浸 (Total 

immersion，一開始為100%的沈浸，幾年後調整為80%的沈浸，最後調整為50% 

或部分沈浸 。 

沈浸式為高強度的雙語教學的模式之一，教室語言起初以第二語言為主，

服務對象多以主流語言 (Language Majority) 為主的兒童學習者，最終的目標是學

習者成為通曉雙語 (Bilingualism & Biliteracy) 的人士 (Baker, 2011) 。 

談 到 內 容 導 向 教 學 法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Content-based language 

learning，簡稱 CBI 或 CBLT) ，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2003) 提到 CBI 的

模 式 有 三 ， 分 別 是 主 題 式 語 言 教 學 模 式 (Theme or Topic-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 ，二語學習者能夠透過特定主題發展所學二語的語言能力，以語言

教師為主，教授對象是非母語學習者。其次，內容庇護教學模式 (Sheltered 

Content Instruction) 以內容教師為主，教師用第二語言來教授內容，對象多為與

母語者隔離的二語學習者 (segregated learners) ，這種模式通常會出現在小學與中

學的沈浸式班級。附屬課程語言教學模式 (Adjunct Language Instruction) ，語言

教師與內容教師獨立教學，使得學習者掌握內容的學習並發展語言技能，上內

容課程的時候，二語學習者與母語學習者一起上課；在語言課的時候，兩種學

習者分開上課 。 

研究者就這三個教學法之間的關係進行整理。其中，內容導向教學法

CBI、沈浸式皆可視為 CLIL 的一種模式，但是三者之間並不等同。CLIL、內容

導向教學法與沈浸去之間是存在從屬的關係。 

CBI 中的三個模式都滿足 CLIL 模式的部分條件，但是卻沒有完全滿足，如

主題式教學重語言，輕內容，仍以語言為主；庇護模式顧及內容卻忽略語言學

習；附屬語言課程中，內容與語言獨立教學，兩者並未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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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9a) 雖然 CLIL 與沈浸式雙語教學常同時被提及，

但實際上這兩者的不同比相同之處來得多，因此並不等同，可視沈浸式為 CLIL

之前身，但兩者並不等同 。 

他們認為 CLIL 與沈浸式兩者的最終學習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學習者在獲

取知識的同時也能學到語言，學習模式與第一語言的學習相似。教學者也都必

須掌握兩種語言，確保能以二語在學校順利地執行活動或完成教學計畫。兩者

不同之處則在於語言的不同，沈浸式教學中的語言以學習者所屬的環境 （個人

家庭或當地社會或兩者皆使用）為主，但是 CLIL 課程中所使用的語言多為第二

語言，甚至是第三語言，不一定是當地主要使用語言。其二為教材的不同，沈

浸式教材與母語者使用相同的教材，而 CLIL 所使用的教材可依照學生的程度增

刪之。再來是語言的目標不同，沈浸式教學最終希望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能與母

語者相同，但是 CLIL 的語言目標是學習者能根據自身的語言程度發展，且能進

行有效的溝通為主。最後則是學習者的不同，參與沈浸式教學的對象大多來自

移民家庭，因為有些學校在實施 CLIL 的課程前會進行基礎語言測試，來自移民

家庭的學習者無法順利通過測試，因此較少機會能夠接觸 CLIL 的教學。 由於

不是所有學生能夠參加 CLIL 的課程，因此這樣的作法也使得 CLIL 陷入為菁英

服務的爭議。 

Ting (2011)  認為 CLIL 模式所顧及到的層面方面比沈浸式來得多；CLIL 所

關注的是學習者如何學習、使用和掌握外語，而不是像沈浸式的學科教師只是

用外語教學。因此，CLIL 把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方式轉換成「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方式。 

Muñoz (2002) 則認為 CLIL 與沈浸式課程有相同的原則，例如有適當的教師

培訓、需要家長的支持及家庭和社區的積極態度等。不同之處則在於，完全沈

浸和 CLIL 在所要達到的目標上是不同的，特別是完全沈浸式教學讓學習者密集

式地使用目標語言，其目標是達到與目標語言相似或接近於母語水平的能力，

而 CLIL 旨在實現語言的功能性。 

但是，有學者持不同觀點，Cenoz (2015) 研究 CBI 及 CLIL 的本質及其特

色，認為這兩者在本質上沒有差異。實際上，在 CBI 和 CLIL 課程都認為語言是

承載的工具 (vehicle)，皆使用第二語言作為教學媒介，且社會和教育目標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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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類型是相同的。對此，Dalton-Puffer,  Llinares, Lorenzo & Nikula (2014) 則	

認為前者忽略了 CLIL 的歷史背景及不同的社會背景 (政策、教師教學、課堂教

學及相關研究) ，CLIL 的產生主要是為因應當時歐洲推動多語的政策，希望彌

補及加強外語教學的不足，也希望在內容教學上能有新的發展。此外，他們覺

得即使是產生矛盾，且教授 CLIL 的內容課程多是受過 CBI 訓練的教師，但是

CLIL 仍不是 CBI。Dale & Tanner  (2012) 認為 CLIL、CBI 與沈浸式 最大的不同

在於，CBI 在語言中教內容， 沈浸式的學習者雖然用另外一種語言學習學科內

容，但這當中卻沒有關注語言，然而 CLIL 則是教內容的同時也教語言 。 

CLIL 的教師角色比起內容導向及沈浸式更為多元化，教師角色可是語言教

師也可以是學科教師。不管是語言教師還是學科教師，在 CLIL 的模式下，教學

方向皆以學科內容與語言為主，只是在語言教師主導的 CLIL 模式以語言為主，

但仍與學科有關；在學科教師主導的的 CLIL 模式則是學習內容及一些語言 。

而 CBI 則是在內容中學習語言，其中的內容並非其他學科，可為其他的額外的

主題，沈浸式教學以第二語言學習學科內容，不重視語言。 

從教學目的來看，以語言教師主導的 CLIL 學習者能夠學習語言，但是以內

容教師主導的 CLIL 則是兩者兼具，CBI 偏重語言，希望學習者能學到的語言，

而沈浸式的重學科內容，以致忽略語言，希望學習者所獲得的知識則是以學科

內容為主。下表為研究者就以上差異所做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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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 CLIL、內容導向、沈浸式的差異（研究者整理自 Dale & Tanner (2012) 
《CLIL Activities : a resource for subject and language teachers》） 

 CLIL 內容導向 沈浸式 

教師角色 語言教師 學科教師 語言教師 沈浸學科教師 

教學方向 

(語言)  

與學科有

關的通用

語言及語

言課的語

言 

學科的語言 在內容中學習

語言 

學科以第二語

言為教學媒介

語，對語言關

注較低 

教學方向 

(課程)  

語言課及

配合學科

的語言 

學科主題及

語言 

非學科，其他

語言的主題 

(額外)  

學科 

教學目的 語言 內容及一些

語言 

語言 內容 

語言與內容 兩者兼具 偏語言 偏內容 

 
 

第三節 CLIL 的研究現況 

目前，CLIL 的教學廣泛地使用在外語教學，特別是英文作為第二語言或外

語的教學，反觀將之應用於華語教學，則少之又少。因此，本小節的文獻探討

將分成兩個部分，一為 CLIL 在其他語言教學的應用研究，第二部分則是 CLIL

在華語教學的研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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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LIL 在外語教學的研究現況 

隨著 CLIL 在歐洲已推行數十年，因此 CLIL 在外語教學的研究不勝枚舉，

經研究發現，優缺點參半。 

Dale & Tanner (2012) 認為 CLIL 教學法能引發學習，學習者能夠透過另外一

種語言去學習內容，從中引發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意識到自身的進

步時，會產生成就感，使得學習更為強烈。CLIL 提倡學習語言應在自然的語境

下 ， 這 與 母 語 的 學 習 環 境 極 為 相 似  (Mattheoudakis，Alexiou & Laskaridou, 

2014)  。學習者從有意義及可理解的輸入獲得好處，能運用在 CLIL 課程所學習

的新知識與使用第一語言學習的知識，結合新知與已知，透過這樣的方式建立

連結，使學習變得有意義 (Dale & Tanner, 2012) ，有意義的學習才能使學習有

效。 

Muñoz (2002) 指出學習者能受益於有意義及可理解的輸入。此外，他也認

為 CLIL 課程提供高水平的認知思維技能，促進學習者的認知發展，進而增強學

習者處理語言輸入的能力。在 CLIL 課程中，學習者能透過第一語言發展的讀寫

能力，應用在其他語言的學習上。比起其他傳統教學法，CLIL 的學習在較無焦

慮的環境下進行，因此學習者的情感負擔較低。除可培養透過外語來學習內容

的動機，還能維持學習者本身學習外語的動機。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9b) 將來自4所不同學校，皆擁有西班牙 (Spanish) 
及巴斯克 (Basque) 語的雙語背景的中學生分成傳統外語教學組及 CLIL 組，以兩

個不同組別進行實驗，進而探討透過 CLIL 方式來進行英文為外語的教與學是否

會影響學習者的態度。兩組經比較分析後， 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外語教

學方式，CLIL 能有效地引起學習興趣，因此有助於培養學生對語言學習的積極

態度。但是 Bruton (2011) 對此結果提出異議，他認為這項實驗有許多限制，特

別是樣本的抽樣及觀察數據都有問題，就其研究數據討論， CLIL 組與傳統教學

組的學習者並不在同一的起始點，CLIL 組學習者的分數及動機明顯比傳統教學

組的學習者來得高，因此他推論由於 CLIL 組的學習者比起傳統教學者更有學習

動機，因此學習更具成效，擁有高學習動機者利用 CLIL 來學習將會事半功倍。 

同樣的，Rumlich (2014) 針對來自11所不同學校的858位學生對於英文學習

的興趣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CLIL 學習者對英文學科的興趣比非 CLIL 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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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得高。其中，性別雖然對學科興趣有所影響，同組中女學生的興趣比男學

生來得高，但是 CLIL 組中男學生比非 CLIL 組的女學生對該學科更有興趣。進

一步分析發現，影響此結果的因素有二：一是學生來自不同學校，其對學科的

興趣必然會受到任課教師的影響：二、實驗透過大量的樣本來顯示總體趨勢，

至關重要的是，興趣雖是穩定變項，但其複雜度仍在於學生每天回答問題的時

候或在既定程度上有所不同。 

Seikkula-Leino (2007) 在芬蘭的綜合小學進行實驗，探究學生透過 CLIL 中

學習內容的成功率，並評估他們在當中的學習動機、自尊等情感學習因素。結

果發現，當涉及到學習者所達到的一般熟練程度時，比起接受二語時間的長

短，CLIL 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 CLIL 學習者無法更好地產出英文的詞彙。

CLIL 的學習者雖然動機比起非 CLIL 的學習者來得高，但是自尊心則較為低

落。 

Bruton (2013) 認為似乎沒有合理的理由說明，為什麼學生應該更喜歡通過

所提供的外語媒介來學習數學，或者以學科為內容來學習外語，甚至不考慮那

些喜歡外語而不喜歡學科的學生等原因，CLIL 的限制（如：社經地位高的人或

學術語言能力高的人才能選修 CLIL 課程）可能會使得外語教學不足變得更加缺

乏，尤其是對那些學術能力較差、語言能力較差或經濟條件較差的人，這個問

題不僅是 CLIL 的限制，也是其他教學法會面臨的問題 (Hüttner & Smit, 2014) 。

雖然 CLIL 有不少模糊地帶，如：CLIL 模式真的是內容與語言二合為一，兩者

都能學習嗎？ 而採用 CLIL 來教授外語，將語言和內容目標結合起來的這種模

式，也被視為能糾正現有外語教學的方式之一 (Bruton, 2013) 。 

Hüttner & Smit (2014) 認為 CLIL 的優勢在於其互補及多樣性，學科與語言

整合學習，透過 CLIL 語言使用的主題特性，拓展學習者對學科的類型及篇章的

認識，其次，CLIL 能帶給學習者對外語學習的正面影響，以致學習者的語言學

習態度的轉變，這些特性能為語言學習帶來好處的。	 

Surmont et al. (2014) 覺得由於學習語言並不是 CLIL 課堂的唯一目標，學習

者在害怕用錯詞語的焦慮感因此降低，加上學習者能夠練習語言的機會比起傳

統教室來得多，有鑑於此， 在 CLIL 模式下的學習者使用目標語的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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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傳統的模式表現更好，在（語言）學習上也更積極。但是由於學校的教學

主要是以口頭活動為主，這意味著用 CLIL 來練習寫作技能的機會並不多。 

CLIL 的學習模式不僅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Lasagabaster, 2011) 也能使

其動機持續保持 (Hüttner & Smit, 2014;  Coyle, 2008b;  Harrop, 2012) ，對學習外

語一直有興趣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9b) 。CLIL 不但能激勵教師，同時也能

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因為積極的教師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加強學習者的價

值觀及態度，建立他們的自信，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Coyle,  2008b) 。 

在捷克的教學實踐中突顯 CLIL 面臨的一些限制，最主要的原因是精通語言

及內容的教師之不足；其次是學習者對目標語的認識不足，學習者的學習語言

與學習能力參差不齊、缺乏系統性的語言教學、缺乏 CLIL 的學習教材、不合適

的學習方式及教學方法、班級學生人數太多、學科教師不合作及缺乏體制內

（學校、家長等）的支持等因素。以上因素使得 CLIL 在捷克教育的執行上困難

重重 (Klimova, 2012) ，這也是 CLIL 在其他地區實施可能會遭遇的挑戰。 

此外，Harrop (2012) 指出 CLIL 在語法發展上是不穩定的，缺乏系統性的糾

錯方式，需要平衡內容與語言之間的矛盾，才能使 CLIL 脫離其限制。透過相關

的、具有認知挑戰的內容，以提供有意義且真實的交際語境，CLIL 雖然能提高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克服交際語言教學的不足，但是要輔以良好的實踐、積極

的反饋及適合各種學習者的教學風格才能有效支持學習者的學習。 CLIL 適合各

種類型的學習者，但前提是不僅要支援內容與語言的發展，也要提供學習者學

習鷹架，以克服學習者語言程度及 CLIL 教師培訓的問題。 

Harrop (2012) 也指出不是所有學科，如科學、體育等都有跨文化意識，但

是若以語言學科角度出發，透過語言、語境及認知之間的融合，CLIL 為學習者

創造了一個鼓勵反思和自我意識的完美環境，進而提高不同背景學習者的跨文

化意識。目前教育市場的競爭壓力和社會對外語的懷疑態度，可能限制人們對

這類課程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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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LIL 在華語教學的研究現況 

目前，CLIL 在華語教學上的研究或教學實例並不多見。相關研究有 Huang 

(2003)  以內容導向為基礎，結合 Mohan (1986) 的知識框架6的學習方式， 以「我

的家庭」為主題進行教學設計。雖然這個研究是以 Mohan 的知識框架為設計基

礎，但實際上，該學習方式與 CLIL 的認知核心原則中所提到的認知思考技巧無

異，因此這個課程設計符合 CLIL 之原則。學習者透過認知來學習學科內容，在

教學活動中學習中華文化。  

此研究以加拿大法語沈浸式小學，母語為英文為主的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

象。實驗結果顯示，在其設計的教學法實施下，學生都能清楚瞭解中文的親屬

關係並能分辨中文的親屬稱謂。此外， 為了使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任課教師會

先介紹相關主題的簡單詞彙與中華文化的概念，再讓學生透過自編短劇的方

式，融入與中華文化相關的生活情境與詞彙。比起直接演繹教師所提供的劇

本，學生自行編寫劇本更需要認知技巧來完成相關任務，也能增加趣味性。從

學生們的自編短劇活動中，可看出主題結合文化的學習具有相當的成效，運用

認知思考技巧進行學習（Mohan 的知識框架）可促進新語言的發展。再者，以

「Mohan 的知識框架」為基礎的學習活動，學生能更有系統、有組織的使用目

標語。 

此外，Orton & Cui 在2016年以 CLIL 的原則為課程設計基礎，搭配默示法 

(Silent Way)， 並 結 合 資 訊 與 通 訊 科 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 學科，讓9-10年級的中學生透過學科內容來學習中文。

實驗結果發現，與一般課程相比，在 CLIL 的課程中，學生更願意使用目標語，

完成課程指定任務時亦表現十分踴躍。從學生們的反饋中，他們表示該課程非

常有趣且具有意義。就教師的觀察而言，學科內容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透

過「使用語言」讓學生了解到語言並非只是「知識」，而是能夠使用的「工

                                                
6 Knowledge Framework，簡稱 KF，可分成理論 (Background Knowledge) 及應用 (Action Situation) 

兩個層面，理論層面包含分類 (Classification) 、原則 (Principles) 及評估 (Evaluation) ; 應用

層面為描述 (Description) 、排序 (Sequence) 及選擇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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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將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的內容連接起來，才能激發學生的內 在動機，使學習

真正成為有意義的行為，至此學生才會更積極地使用目標語言來完成學習。 

小結 

CLIL	 要求學習者要如何恰當地使用語言，同時也使用語言來進行有效的學

習，主張有意義及可理解的輸入 (Coyle, 2008a) 。比起語言的形式，更注重語言

的溝通功能及如何發展學習者的溝通技巧。因此，透過 CLIL 的方式學習第二外

語更為自然。與傳統教學不同的是，CLIL 重視學生， 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主要

考量， 所關注的是學習者如何學習、使用和掌握外語 ，從教師為中心的授課方

式轉換成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 此外，CLIL 可增強學習者處理輸入的能

力，為他們提供更高水平的思維技能，促進認知發展。學習者能透過認知來完

成任務，使得學習更為有效。	

此外，CLIL 在華語教學的應用也取得不錯的成效，透過認知學習技巧來發

展語言，更讓學生願意使用目標語，學生的表現亦十分積極。 

從上述的研究不難發現，CLIL 雖然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結合語言和

非語言內容及透過提供合理及真實語境的語言使用來提高動機，但仍不能排除

其他影響動機的因素，如年齡、學習者性別等 (Harrop, 2012) 。其次，CLIL 面臨

教師培訓不足、資源分配不均、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教材不合適等等問題，以

致無法發揮最佳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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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CLIL 的教學理論及其4C 架構為基礎，結合華語文教學及台灣時

事議題， 編寫教材與教案設計並進行教學。教學中，觀課者就 Coyle 提出的檢

核表 (Unit Checklist) 評估教學設計是否符合 CLIL 教學理論之標準，最後再請學

生填寫與檢核相呼應的回饋單，以進行比較分析，藉此探討此教學法於華語教

學的應用性及效用。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是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究流程

與研究架構，第三節為研究場域及其對象說明，第四節為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用行動研究法及內容分析法以了解 CLIL 教學法在華語教學之應用

及其效用。 

《教育行動研究導論：理論與實務》中提及理論原則可透過應用研究來實

踐，藉以探討理論的實用性及其有效性，行動研究法為應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

教學問題，基本上為應用研究法的一種，但是「行動研究」更重視其「立即實

用性」與「立即應用性」。本研究以應用研究法為基礎，再結合行動研究法進行

研究設計，用以探討 CLIL 的理論在華語教學的應用性與其實用性。 

行動研究可運用於以下與教學有關的範疇：一在課程的研究發展；二是教

學方法、三則是學習策略、四為態度與價值範圍、五是教師個人的專業發展；

六管理與控制、七則是行政及八為評鑑，（王文科和王智弘，2016） 。 

此外，內容分析法可稱為資訊分析或文獻分析，透過資料（如報章、雜

誌、影片、文獻、問卷及訪談等）作客觀而有系統的量化及描述的研究方法

（陳雅文，1995），主要分析某個特定時間某現象或狀態（王文科、王智弘，

2016），而本研究欲探析課程的研究發展，為學習者設計課程，發展華語教學的

教學法，因與行動研究之應用領域相符合，故以行動研究為本次研究方法。 

第二節 研究之流程及其架構 

本課程的研究設計理念以 CLIL 4Cs 架構為依據，結合華語教學與台灣的

社會議題，並搭配認知思考、溝通技巧與跨文化討論等元素，將學習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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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連結，藉此提升學習者對內容及語言的興趣，並能將在其中所學應用於

生活中。本研究指研究流程如下： 

 

一、研究流程 

1. 制定研究問題及其方向 

本研究的問題始於 CLIL 與華語教學原則存在許多相似性，但在華語

教學上的研究相當匱乏，故研究者以 CLIL 在華語教學的應用性及成

效為主要研究方向。 

2. 蒐集文獻及確認研究工具 

確認研究主題之後，研究者開始蒐集相關文獻以探討並釐清相關問題。 

3. 合作團隊以 CLIL 中的 4Cs 為架構擬定教材及教案 

研究者根據所制定的研究方向與合作團隊進行教材設計與教案編寫，

並共同商討以使教案與教材更符合 CLIL 之核心原則。 

4. 進行教學實驗 

完成教案及教材後，研究者便著手進行教學實驗。本次實驗的課程為

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之華語輔助語言課，對象則是該中心之學生。 

5. 資料收集及分析 

研究者就實驗後所收集的資料進行處理、比較與分析。 

6. 總整理，提供建議 

最後，整理歸納所得之分析，並回答研究之問題與提供未來研究建議。 

 

二、研究架構 

研究者先確立研究之方向，將在英語教學界盛行已久的 CLIL 教學法應

用至華語教學當中，針對較為硬性的題材，如社會議題，透過運用此教學法

的特點，使學習者得以同時學習語言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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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者與其他兩位皆修習 CLIL 課程的同學組成教師團隊，以所學

習之 CLIL 的理論為基礎編寫教案及教材，將之應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的語言輔助課教學當中，進行實際教學，並進行觀課回饋之調查。 

最後，研究者亦先就所收穫的觀課回饋，進行系統性之分類與整理，再

根據觀課者及參與學生之回饋單、教學觀察報告分析之。 

 

 
圖三- 1 研究架構 

結果與討論

CLIL於華語教學之應用及其成效

資料分析

課程觀察單 學生回饋 觀課者訪談

資料收集

教學觀察報告 CLIL觀課檢核表 學生問卷回饋

進行教學實驗

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教學，每節100分鐘

教案設計

合作團隊以【台灣社會議題】為主題，以CLIL的架構編寫教案與教材

文獻探討

CLIL的特色 CLIL的核心理論 教學法比較
CLIL在華語及外語

學寫的研究現況

欲探討之研究問題

CLIL在華語教學的應用 CLIL對華語學習的成效 CLIL在語言輔助課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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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域及參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研究之

參與對象分為觀課者及學習者。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是讓該中心的學生自由進行選

修之課程，學期初將會發放語言輔助課之課程表 （請見附錄），所有語言輔助

課皆有建議的語言程度供選修者參考，臺灣社會議題課程建議選修者之語言程

度為 CEFR A2-B1或以上。 

 

表三- 1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 

授課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課程類型： 語言輔助課（輔助課選修）  

密集班：星期一到五，每天三小時在小班制語言學

習 
普通班：星期一到五，每天二小時在小班制語言學

習，需自行選修五個小時的語言輔助課 
修習對象： 主要為普通班之學生/亦開放給密集班之學生 

二、觀課者 

觀課者皆為修習華語內容與語言整合課程之學生，不含教學者，共七位，

皆有教學經驗。他們將在教學現場以觀察員的角度，藉由在研究所華語內容與

語言整合課程所學，再根據中文版的「CLIL 觀課檢核表」來評估教學者所使用

的教材與其教學方法是否符合 CLIL 之原則 。 

三、學習者 

參與本次教學活動的學習者共有24人，來自世界各國，皆為台師大國語教

學中心的來自世界各國的外籍學生，大部分學習者學習中文時間分布在6個月到

2年之內。他們需要滿足中心的所規定的選修時數，大多數為修習為普通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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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即學習者全程實際參與同一主題、時長100分鐘的課程教學。他們在課後

根據實際經驗，填寫 「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提供其課程回饋及建議。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為「CLIL 觀課檢核表」、「語言輔助課意見調

查」、教學觀察筆記及 觀課人員訪談。以下將分項敘述之。 

一、CLIL 觀課檢核表 

CLIL 觀課檢核表來自《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而

觀課者填寫的表格為中文譯本，請見附錄。此觀課檢核表分成九個部分，一共

有32道題，包括說明整體教學目標及成效、CLIL 的4C 核心原則（內容、語言、

認知及文化）、教學活動及教師所提供的支援學習，最後以評量及反思作為課程

之建議。觀課者根據 CLIL 檢核表的項目，針對教案、教材及教學進行評估，若

教案、教材或教學都符合檢核表之內容，則予以勾選；若教案、教材或教學教

未能符合檢核表之要求，將不予勾選。 

二、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研究者亦以「CLIL 觀課檢核表」為基礎，編制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見

附錄。此意見調查與部分觀課檢核表項目互相呼應，其目的在於用以分析及

比較觀課者與學習者兩者之間的意見 。此比較分析結果將於第五章說明之。 

學習者親身參與以 CLIL 為原則而設計之教學課程，根據其實際經驗填寫

意見調查，用勾選的方式表示教學內容或教學者是否已達到該項目。 

三、教學觀察筆記 

研究者與其他兩位同學組成教學團隊，進行本次教學設計。在實際教學之

前，研究者與兩位共同設計者 L、C 進行課程設計，研究者為本次課程之主要設

計者，共同設計者則從旁協助。課程設計經過討論後，研究者根據兩位共同設

計者所提供的意見加以修改，以完善此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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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學現場之分工，L 為教學者，為本次課程之授課教師，C 則為觀察員，

填寫檢核表，而研究者則負責進行教學觀察，紀錄教學者的教學特點，以做為

日後分析之用。 

四、觀課人員訪談 

研究者將會透過與觀課人員進行進一步的訪談，用以輔助分析所收集之資

料，以利比較觀課者與學習者之意見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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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皆以 CLIL 教學法為基礎，主要架構為 CLIL

的核心4Cs （內容、語言、認知及文化）原則與3Ls （內容語言、輔助語言及自

發語言），進而設計符合教學對象程度的課程與教材。本章共三節，第一節為課

程設計編寫，第二節為教材編寫，第三節則是教案。 

 

第一節 課程設計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是基於 CLIL 教學法，參考《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的「CLIL LESSON PLAN」編寫而成。 

臺灣社會議題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系於107年度所開設的「內容整

合與語言學習概論」課程之期末試教總主題，其中可分成12個次主題，12個次

主題為台灣氣候、石虎保育、從「普悠瑪」看社會文化因素、高齡化、少子

化、新移民、網路成癮、台灣夜市、限塑政策、空氣污染、永續經營、博愛

座。除了從「普悠瑪」看社會文化因素、博愛座及永續經營外，其他主題皆進

行實際試教。台灣氣候是進行試教的主題之一。 

台灣氣候這堂課共有可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課程說明、課程要旨、課程

標準及教學目標。其中，課程說明裡包含了課程說明與其主題、教學對象與其

程度及教學時間，而教學目標則以 CLIL 的4Cs 核心為主，為內容、語言（溝

通）、認知及文化。 

先確立好教學主題，再考量教學對象的華語程度、課程性質、授課時間等

因素，再擬定教學內容與語言，CLIL 教學法讓學習者既能學習語言，也能學習

內容，此即為其課程要旨。 

評量之標準將建立在學習者是否已經掌握所教授的語言與內容上。透過教

師所佈置的教學活動、與同儕之間交流及自身對該主題的掌握度，進行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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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評量。由於語言輔助課的課程性質關係，故採取簡單且立即性的方式進行

學習成效的檢測。 

教學目標則以 CLIL 核心結構為基礎，分別是： 

1. 內容：學習者需初步理解臺灣地形、氣候等特色，進而探討氣候變遷後

所產生的影響並結合自身知識與所學提出解決方案。 

2. 溝通：學習者主要以溝通的方式學習語言，故溝通亦指語言。溝通可分

為內容語言、學習語言及輔助語言。 

I. 內容語言含核心詞彙、其他詞彙及語法，核心詞彙為學習者需明白

該組詞彙之意義，以利理解文章脈絡。 

II. 學習語言中可分為提問、指示、分類及意見表達。學習者能透過學

習語言學習內容以外的語言。 

III. 自發語言為學習者能透過內容語言與學習語言的學習過程，而引發

的自我語言學習行為。 

3. 認知：學習者能進行 Bloom’s Taxonomy 中的六大認知活動，即記憶、理

解、應用、分析、表達及創造的學習。 

4. 文化：學習者除了透過內容學習臺灣的文化，也需與自身國家相關議題

進行比較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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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結構如下： 
 
 
 
 
  

 
 

圖四- 1 教案結構圖 

根據上述結構，所撰寫之課程設計範例如下： 

課程名稱 臺灣社會議題 第 1 單元 
單元主題 台灣氣候 
CLIL 語言 中文 
CLIL 內容 臺灣社會議題-台灣氣候 
課程性質 大班語言輔助課 教學對象 18 歲以上外籍人士 
程度需求 CEFR A2-B1 教學時間 2 堂課，共 100 分鐘 

課程要旨 
內容 

1. 能理解台灣的獨有地形 
2. 能理解台灣近年來的氣候的變化 
3. 能辨別主要氣候的類型（如：極端氣候、颱風）  
4. 能說出氣候變遷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如：極端氣候對民生的影響）  
5. 能理解引起氣候變遷的因素 
6. 能對比自身國家氣候與台灣氣候的差異 
7. 能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法 

評量標準 
運用教師、同儕和自我評量歷程來評估學習成效，其標準如下： 
1. 能分辨氣候主要類型 

課程說明

名稱

主題

教學對象
與程度

教學時間

課程要旨

台灣氣候

氣候變遷

評量標準

檢核學習

教學目標

內容

語言

(溝通)	

認知

文化

臺灣氣候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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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說出引起氣候變遷的因素 
3. 能認識氣候變遷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如：極端氣候對民生的影響）  
4. 能比較世界各地的氣候變遷情況 
5. 能為氣候變遷對台灣的影響提出解決方法  

教學目標 （計劃教學的內容） 
內容 

1. 引介課程主題 
2. 氣候變遷對台灣所造成的影

響及其原因 
3. 氣候變遷解決之道 

認知 
• 學生能夠記得特別名詞（如：極端氣候）  
• 學生能理解氣候變遷及其對台灣所造成的

影響 
• 學生能在課程上所學語言與內容應用於教

學活動中，如：回答教師提問 
• 學生能夠透過比較不同的天氣穿著來瞭解

氣候異常  
• 學生能夠在討論當中表達自己的意見 
• 學生能夠用自己的方式提供相關解決之道  

文化 
1. 透過本單元的議題學習，進而對比其他國家與台灣所受到的影響之異同。 
2. 學習者能試著對比他國與台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解決方式。 

溝通（語言）  
Language of learning 

學習者用以理解課程

內容及概念的語言。 

 
1. 核心詞彙： 

山脈、糧倉、造成 
平均、鄰近、降

雨、極端、氣候、

罕見、甚至、霸王

級、減緩、遭受、

往年、明顯 、頻繁	
 

2. 專有名詞： 
土石流、寒流、短

時強降雨、下水道 
 

3. 其他詞彙 

Language for learning 

課程教學或者進行活動中會

產生的目標詞語，以下為預

想中會出現詞彙及句型。 

提問 
1. 從剛才的影片/圖片中，

你聽到/看到了什麼？ 
2. 誰可以說一說……／你的

看法 
請你們想一想 
有沒有人有問題？ 
你覺得 
分類 
3. 請比較......有什麼不同 

 
指示 
4. 請和你的朋友討論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1. 學生能夠學習新的詞

彙，並結合之前所學

的詞彙，加強對詞語

意義的掌握， 
2. 學習者能重新組合所

有的詞彙。 
3. 學生能夠掌握表達意

見及陳述事實的技巧 

 



華語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 
 

 34 

、年降雨量、頻

率、……之道、大

量、損失、淤泥、

保證 、根本 
 

 

語法： 
1. 每逢……皆 
2. 對……造成影響 
3. 雖然……卻 
4. 此外 

5. 看影片，想問題 
 

表達意見 
6. 我覺得…… 

7. 如果……，……會怎麼

樣？ 
8. 你認為……怎麼做最

好？ 
9. 你覺得……有什麼影

響？ 
10. 你認為……，對什麼有

幫助？ 
學習結果（學生在課程結束能學到什麼） 

本單元結束時，學習者將能夠： 
1. 表述對台灣氣候及其改變的理解 
2. 理解台灣天災的類型 
3. 能比較台灣氣候以前與現在的差異 
4. 成功理解圖片與概念的結合 
5. 能比較自身國家與台灣氣候的不同 
6. 為極端氣候提供一些解決辦法 
7. 完成分類以總結課堂所學 

 
 
 

第二節 教材編寫 

進行教材編寫時，研究者及合作教師共三人先參考與台灣氣候、氣候變

遷相關議題之文章，再以 CLIL 教學法為指標，並將課程時間與學習者程度納

入考量，本次研究的學習者為 18 歲以上外籍人士，其中文程度為 CEFR A2-
B1。此教材由合作團隊中的 L 同學編寫，三人再就此共同進行修改，L 同學

除了擔任教材之編寫者，也是本次研究之教學者。教材編寫設計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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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 教材編寫流程 

每課教材內容供有四個部分，分別是章節首頁、正文、生詞表及教學活

動。其中正文及生詞表為 4Cs 中的內容，而教學活動中為認知活動，研究者

及合作團隊將其他 3Cs 之設計（溝通及文化）加入至課堂活動中。各部分分

別說明如下： 

1. 章節首頁：學習者能夠從封面直接清楚明白本次教學主題。 

2. 正文：正文共有兩個次主題，為台灣氣候的改變與其解決之道。學習

者能從正文學習詞彙與語法。 

3. 生詞表：生詞表有詞語解釋與語法詞性，編寫方式以簡單詞義解釋生

詞為主，用學習者能夠理解的詞語去解釋艱深詞義，讓學習者在沒有

他人幫助下，也能運用已有的語言知識理解生詞意義與語法結構。 

4. 教學活動：由於 CLIL 強調認知學習，故在教材當中也編入認知學習活

動，以利學習者透過認知活動達到學習的目的或是提升學習的效果。  
	

課文內容請見附件。 

 
本研究將課文內容之難度加以分析。經過統計，本課文的總詞彙為 A1

佔 22 %，共 40 個詞彙。A2 及 B1 的詞彙是 12%（23 個詞彙）與 26%（48 個

詞彙），符合學習者程度的詞彙達 60%。本次課程學習範圍的 B2 詞彙是 24% 
（45 個詞彙），而超出學習者程度的 C1 分別為 10%（19 個詞彙）， 其他無法

分類的為 6%，有 11 個詞彙。斷詞系統是依照華語 8000 詞進行詞彙分級，若

教材中的詞語不在 8000 詞當中或是專有名詞，如：中國大陸、土石流，則無

教材

學習者程度

教學主題
課程時間與

性質

CLIL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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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級。晦澀的生詞如罕見、減緩、頻繁、淤泥等也無法分級，特別的是

「水」也被歸為無法分類的一字。  
符合學習者程度的詞彙佔了總教材 60%，而其他 B2（24%）的 45 個詞

彙則可以透過課程進行學習，利用學習者的已知的詞彙學習新詞，符合

Krashen 在 1980 年代提出的「輸入假說」 (Input hypothesis) . 
	

	
圖四- 3 總詞彙級別分佈圖 

 

第三節 教案設計 

Coyle et.at  (2010) 提出 CLIL 教師可選擇利用各種不同的資源與方式以建構

課堂中的學習過程，提供學習鷹架，幫助學習者思考。這些資源與方式大致可

區分如下：引入 (meeting point) 、處理輸入 (processing input) 和產出 (producing a 

responses) 。 與傳統課程不同的是，CLIL 課程學習成果是以內容、語言與認知

技巧三個方面去評估，先聚焦於內容有助於語言的使用，同時注重「怎麼學」

和「如何思考」 (Mehisto et al., 2008) 。本教材則依循以上特色編寫。透過新聞影

片及圖片為學習者引入內容，從內容帶入語言，透過認知與思考活（如：配對

及分類）來輔助學生利用認知進行學習，引起動機，最後透過提問引導讓學習

者能利用課程所學的詞彙與內容回答問題，進而達到產出的過程。這有助於思

維技能的發展。 

本研究之教學流程以教案與教材內容為主要方向，教師在教學進行適時提

供學習鷹架，同時也會透過大量的提問，引導學習者理解文本。提問與回答技

A1

22% 

A2

12% 
B1

26% 

B2

24% 

C1

10% 

N

6% 
A1

A2

B1

B2

C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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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能鼓勵學習者多思考，多表達，同時為他們提供更多使用語言的機會，並兼

顧內容之學習。此外，認知活動除了用以引導他們運用認知進行學習，也用以

檢視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之教學流程分為四個部分，為： 

1. 暖場準備：學習者能夠透過這個活動進入學習狀況，並透過原有的知

識進一步學習新知識 （i+）  

2. 引入：教師適時提供內容鷹架，以利學習者理解文本脈絡 

3. 教學：教師教授與文本脈絡相符合之內容、語言（生詞意義與語法解

釋） 

4. 評量：學習者能夠藉由評量活動來歸納自身所學 

教學流程如下：	

教學資源	

1. 電子設備：電腦、投影機	

2. 教學用具：簡報 Powerpoint、影片、學習單	

教學流程（共 100 分鐘）	

一、 暖場/準備活動	：	10 分鐘	

1. 暖場活動：5 分鐘	

（1） 發給學生講義	

（2） 請學生先預覽生詞表，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向教師或同學提問		

2. 思路圖聯想：	

																 	

透過「思路圖」的方式進入討論台灣的特色，再總結學生的討論結

果，引入地形（地形會影響氣候，例如：颱風碰到中央山脈而減弱）	

問題：	

I. 你知不知道台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好吃的食物？	

II. 你覺得天氣有沒有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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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入與教學活動：台灣地形、糧倉與氣候	（20 分鐘）	

1. 播放台灣地形之動畫，介紹台灣地形，並進行提問。	

問題	

I. 從影片當中看到什麼？	

II. 有什麼特別？	

2. 根據影片進行討論，說出台灣的特色，進而引人大部分人居住的地

方。															

問題	

I. 台灣島的特色是什麼？	

II. 大部分的人居住在哪裡？	

3. 請學生看圖，找出台灣的糧倉。	

4. 教師就台灣的地理環境提出問題		

問題	

I. 台灣的東邊有太平洋、西邊有台灣海峽	

中央有高山，高山叫什麼名字？	

II. 你們剛剛覺得台灣人都住在哪裡？	

5. 詞語解釋：「糧倉」	

問題	

I. 台灣的糧倉在哪裡？	

6. 介紹台灣介紹台灣的糧倉特色（稻米、魚）		

	

三、 教學活動：水災、土石流、地震（20 分鐘）	

1. 教師播放「豪雨成災」的新聞影片	

2. 學生們就影片內容進行討論	

問題	

I. 從影片中，你看到了什麼？	

II. 你覺得為什麼會下大雨？	

III.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3. 解釋「天災」，舉例：不是「人」造成的，	

4. 學生看圖理解「地震」、「水災」、「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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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提問	

問題	

I. 你遇過這些事情嗎？	

II. 台灣的天災有什麼？	

四、 教學活動：颱風與影響（15 分鐘）	

1. 教師提問，進而引入「颱風」概念	

問題	

I.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水災（因為台灣有很多颱風）		

2. 教師介紹颱風	

3. 教師提供圖示，以介紹颱風形成的條件（溫度高、在台灣的東邊海上

形成）	

	

4. 透過圖示，說明颱風所帶來的影響	

5. 教師提問：	

問題	

I. 颱風對台灣會造成什麼影響？	

6. 學生以固定句型回答	

句型	

I. 颱風會造成……	

7. 教師透過舉例說明來總結哪些天災（颱風、豪雨、寒冷的天氣等）所

帶來的影響（造成土石流，糧倉被破壞等）	

	

五、 	教學活動：台灣氣候的變遷（20 分鐘）	

1. 教師播放「氣候異常-冷」新聞影片	

2. 學生就影片內容進行討論	

問題	

I. 這個影片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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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太冷會造成災害嗎？	

III. 原本不會下雪的地方現在怎麼樣？	

	

3. 教師提供照片進行氣候的對比（以前 VS 現在），並且根據照片提

問，引導學生回答	

問題	

I. 看看這兩張照片，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II. 你知道這兩張照片是什麼時候照的嗎？	

III. 你們想想看，現在是冬天，這個禮拜跟上個禮拜的感覺一樣

嗎？	

4. 透過提問，解釋「霸王級寒流」	

問題	

I. 台灣的冬天下不下雪？	

5. 看「極端氣候-熱」的影片		

6. 從台灣的過去幾年看台灣夏天氣候的變化	

	

7. 討論「極端氣候」，教師總結	

8. 學生分組討論，發表意見	

問題	

I. 你的國家的氣候是怎麼樣的呢？（越來越冷/熱）		

II. 你習慣嗎？（以前不冷/熱，現在很冷/熱）	

III. 這樣的改變對你的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	

9. 各國極端氣候介紹	

10. 認知活動：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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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活動：極端氣候的起因與解決之道（10 分鐘）	

1. 教師提問，引入極端氣候的起因	

問題	

I. 為甚麼有極端氣候？	

II. 為什麼會越來越熱？	

2. 教師提供解決之道	

3. 學生們進行討論	

問題	

I. 你覺得這些方法怎麼樣？	

II. 你的國家怎麼做？	

III. 你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七、 評量（5 分鐘）	

1. 學生根據今天所學進行分類練習完成評量	

	

2. 教師適時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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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 CLIL 教學法在華語教學上的應用性及成效，故就觀課者及

參與課程的學生所給予的意見與反饋，輔以教室觀察、教學錄影及問卷訪談進

行分析，再透過科學統計方式找出觀課者及參與之學生兩者之間意見的差異

性，進行比較分析。本章共有四個小節，第一節為觀課者之回饋分析；第二節

為參與課程學生之語言輔助課意見分析；第三節 為「檢核表」及「意見調查」

之對照；第四節為兩表之分析。 

 

第一節 觀課者之回饋分析 

觀課者皆為修習華語 CLIL 課程之學生，而本研究所收集的觀課者檢核表共

7份，並就此進行分析，所得分析如下： 

從下表可知，所有的觀課人員都覺得這堂課的教學目標清楚，但是卻無法

看出所設定的學習成效及所要評量的內容及評量的方式，原因是語言輔助課是

一次性的課程設計，屬於短時間完成的教學，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出具體的學習

成效及所需的評量內容及方式。 

 

表五- 1 說明整體目標／願景，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1. 教學目標是否清楚？	 100%	 0%	

2. 是否能看出所設定的學習成效？何者能夠

被評量？如何評量？	 29%	 71%	

 
針對內容部分，有86%的觀課人員都覺得這堂課程的設計中思考了為學生

建構內容的學習鷹架，所有觀課者皆認為任課教師對新內容的講解與陳述十分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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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 內容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3. 是否考量要如何建構內容學習的鷹架？ 86%	 14%	

4. 教師對新內容的講解與陳述是否清楚？ 100%	 0%	
 

在語言溝通方面，所有的觀課人員都認為學生們使用了目標語言，這其中

包含了新學的詞彙、語法等。至於學生們在此課程中是否已學習語言，包含所

學的詞彙、語法等，則有14%的觀課者表示不同意。近半數的觀課人員認為在

教學的過程中有適當的機會讓學生練習新的語言結構，但是卻有43%的觀課者

認為學生沒有適當的機會練習新學習的語言結構。觀課人員都一致認為在課堂

教師的講解語言非常清楚，有86%觀課者認為任課教師所提出的問題大部分都

適合學生的程度並且符合對認知的要求。觀課人員都認為學生有適當的詞彙或

語言來回答教師的提問，也認為教師對新概念的陳述十分清楚，且這堂課程同

時兼顧了學習內容的語言 (language of learning) 及輔助性語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 。 

 

表五- 3 語言 (溝通)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5. 學生們是否使用了語言（含新學的詞彙、

語法等）？ 100%	 0%	

6. 學生們是否學習了語言（含新學的詞彙、

語法等）？ 86%	 14%	

7. 是否有適當的機會讓學生練習新的語言結

構呢？ 57%	 43%	

8. 教師的講解語言是否清楚？ 100%	 0%	

9. 教師的提問是否適合學生的程度？ 86%	 14%	

10. 這些提問是否符合對認知的要求？ 100%	 0%	

11. 學生是否有適當的詞彙／語言來回答教師

的提問？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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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師對新概念的陳述是否清楚？ 100%	 0%	

13. 教師是否設計了學習內容的語言 
(language of learning) ? 86%	 14%	

14. 教師是否設計了輔助的語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 ? 71%	 29%	

 
就「認知」而言，所有的觀課人員都覺得教學當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符合

學生的認知程度的，他們也都觀察到了學生們在認知學習具有進展，但是29%

不認為任課教師透過了 CLIL 的黃金三角 (The Language Triptych) 來協助學生發

展認知策略。而經訪問觀課者得出兩個原因，一為觀課者在填表當下忘記何謂

CLIL 的黃金三角，以致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二則是認為此課程的設計只有學

習內容的語言，沒有輔助性的語言，所以學習者無法完整透過 CLIL 黃金三角發

展認知學習，但學習者能透過以認知學習為出發而設計的教學活動（如填空、

配對等），運用認知進行學習。由此可知，在輔助性語言的設計上，還需待加

強。 

 

表五- 4 認知/思考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15. 要解決的問題是否符合學生的認知程度？ 100%	 0%	

16. 學生在認知學習上是否有進展？ 71%	 29%	

17. 教師是否透過 CLIL 的語言三角 (The 
Language Triptych) 來協助學生發展認知

策略？ 29%	 71%	
	

 

在文化方面，大部分的觀課人員都認為任課教師在這個單元裡既鼓勵學習者

聆聽及接納不同意見，也同時提升了學習者對於文化差異的意識，只有少部分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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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5 文化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18. 這個單元是否鼓勵學習者聆聽及接納不同

的意見？ 86%	 14%	

19. 這個單元主題是否能提升學習者對於文化

差異的意識？ 71%	 29%	

 

大多數的觀察者認為活動設計還算完整，皆含暖身、學習進程、總結及評

量的活動，也同意教師是根據 4Cs 框架中的國際視野，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來

設計活動任務的，且在語言的任務設計上是循序漸進的。雖然如此，卻有 43%
觀察人員認為這些活動的設計未能發展輔助語言，甚至有 71%觀課者都認為授

課教師在執行教學活動時並未考量所需要的的輔助語言。此結果與前述訪問中

的觀課者表示輔助性不足的情況相符。 

 

表五- 6 活動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20. 教師是否依據 4Cs 框架中的國際視野，教

學目標及學習成效來設計活動任務？ 71%	 29%	

21. 語言與內容的任務設計是否是循序漸進

的？ 71%	 29%	

22. 這些活動是否有助於發展輔助的語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 ？ 57%	 43%	

23. 教師否考量執行每項活動中所需要使用的

輔助語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  29%	 71%	

24. 是否包含暖身、學習進程、總結及評量的

活動？ 86%	 14%	

 

針對任課教師在支援學習的表現，大部分觀察人員認為教師提供了實際的

活動讓學生體驗 CLIL 教學，並且建構鷹架以支援學生的語言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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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7 支援學習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CLIL 觀課檢核表	

觀課者	

25. 是否有實際的活動讓學生體驗 CLIL？ 71%	 29%	

26. 教師是否提供鷹架以支援語言與學習？ 86%	 14%	

 

至於評量的部分，在課程當中，教師透過了多元方式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

效，如教師會不停行間巡視、詢問學生與課程內容相關問題，讓學生依主題和

情境練習所學習的概念及詞彙、討論並發表看法及回顧課程時總結學過的生

詞、內容。最後，透過學習單、教師走動詢問和觀察來評量並檢核學習成效。 

反思的部分可分成分組與時間的分配及對這個教學設計何處需增減。由於

受到語言輔助課的教室環境限制，桌椅皆固定，難以移動，以致分組變化不

易。至於課程的時間分配上是適當的，亦是一堂完整的課程。 

根據觀課人員的建議，研究者整理出這個單元所需改進的地方，如下表所

示： 

需增加的部分 需減少的部分 

1. 課時略少，可再增加一個綜合

活動（練習）  

1. 「台灣的地形」與主題較無相

關，若授課時間不夠，可考慮刪

除 

2. 可增加 1-2 個小遊戲 2. 討論時間部分太長、可縮減 

3. 句型的練習可以更清楚  
4. 教師需更關注學生的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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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言輔助課意見分析 

在課程結束後，研究者回收的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問卷共有26份，其中一

位填寫者為萊頓大學教師，與本研究之學習者的定義不符。另外一位則是錯填

意見調查，兩者皆不予採計，因此有效問卷為24份。 

超過70%的學生都認為這堂課有清楚的教學目標，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老

師對內容的講解的很清楚並且能夠理解教師所教授的內容。至於語言、溝通的

部分，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他們在課堂中學習了新學的語言，其中包含詞彙、

語法等，也在課堂中使用了新學的知識。雖然如此，卻仍有42%學生認為自己

沒有機會可以練習新的語言結構，原因是因為授課場地太大，座位分散，在師

生互動上有難度。 

大多數的學生都能聽懂教師在課堂中的提問，並知道教師在教學中的的要

求，僅有幾位學生不明白教師的內容，也聽不懂教師的提問。大部分的學生擁

有適當的詞彙及語言來回答教師的問題。在認知、思考方面，超過半數的學生

都認為他們能在課堂中活動中所提出的問題並提供建議。課程的設計使得他們

的認知能力有所進步。多半的學生都表示這堂課鼓勵他們聆聽及接受不同的意

見，同時也提升了文化差異的意識。 

第15題為學生為這堂課之評分 ，最低分數為1分，最高分數為5分，統計所

得之分數，所得平均數為4.2，顯示學生對這堂課的滿意度極高。其中，也有學

生向任課教師表示，若接下來的課程也是同樣的教師進行教學，他會想繼續上

課，甚至稍後有學生跟授課教師反應這堂課的內容有助於其他課程的學習。 

 

表五- 8 說明整體目標／願景，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 

	 已勾選	 未勾選	

	

題目	

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學生	

1. 這個主題有清楚的教學目標。 
The lesson includes clear teaching aims.	 8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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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9 內容 

2. 老師對內容的講解很清楚。 
The teacher explains the content clearly.	 92%	 8%	

3. 我能理解上課內容。 
I can comprehend the content taught	 83%	 17%	

 
表五- 10 語言/溝通 

4. 我在課堂中使用了新學的語言 （詞

彙、語法…等）。 
I utilized the language (vocabulary, grammar, 
etc.)  taught in class.	 83%	 17%	

5. 我學習了新的語言（詞彙、語法等）。 
I acquired new language (vocabulary, 
grammar, etc.) .	 79%	 21%	

6. 我有機會可以練習新的語言結構。 
I hav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 new 
language structures.	 54%	 46%	

7. 我知道老師要我們做什麼。 
I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s.	 88%	 13%	

8. 我聽得懂老師問的問題。 
I can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questions.	 92%	 8%	

9. 老師的問題能夠讓我思考。 
The questions raised up by teacher made me 
think about it.	 75%	 25%	

10. 我有適當的詞彙／語言來回答老師的問

題 
I have adequate vocabulary/language to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71%	 29%	

 
表五- 11 認知/思考 

11. 我能夠解決活動中的問題，或提供建

議。 
I can solve problems or provide suggestions 
dur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79%	 21%	

12. 這堂課讓我的認知能力（例如：記憶、

分析、應用、綜合、比較、思考）進步

了 
The lesson has improved my cognitive skills 
(such as: remembering, understanding,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creating).	 8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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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2 文化 

13. 這堂課鼓勵我聆聽，並接受不同的意

見。 
The lesson encourages me to liste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75%	 25%	

14. 這堂課讓我知道了文化差異。 
The lesson can promote my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79%	 21%	

 

第三節 「檢核表」及「意見調查」之對照  

本研究之參與對象分成觀課者與學習者，因此有兩種版本的回饋單，分別

是「CLIL 觀課檢核表」及「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CLIL 觀課檢核表」乃是

CLIL Unit Checklist (Coyle et al, 2010) 的中文譯本，而研究者根據此表編制與其

相對應之回饋單，為「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兩表之對照如下： 

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學生）	 CLIL 觀課檢核表（觀課者）		

1. 這個主題有清楚的教學目標。	

The	lesson	includes	clear	teaching	

aims.	

	(1)	教學目標是否清楚？	

2. 老師對內容的講解很清楚。	

The	teacher	explains	the	content	

clearly.	

	(4)	教師對新內容的講解與陳述是否

清楚？	

3. 我能理解上課內容。	

I	can	comprehend	the	content	

taught	

	(3)	是否考量要如何建構內容學習的

鷹架？	

4. 我在課堂中使用了新學的語言（詞

彙、語法等）。	

I	utilized	the	language	(vocabulary,	

grammar,	etc.)	taught	in	class.	

	(5)	學生們是否使用了語言（含新學

的詞彙、語法等）？	

5. 我學習了新的語言（詞彙、語法

等）。	

I	acquired	new	language	

(vocabulary,	grammar,	etc.).	

	(6)	學生們是否學習了語言（含新學

的詞彙、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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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有機會可以練習新的語言結構。	

I	hav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	

new	language	structures.	

	(7)	是否有適當的機會讓學生練習新

的語言結構呢？	

7. 我知道老師要我們做什麼。	

I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s.	

	(8)	教師的講解語言是否清楚？	

8. 我聽得懂老師問的問題。	

I	can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questions.	

	(9)	教師的提問是否適合學生的程

度？	

9. 老師的問題能夠讓我思考。	

The	questions	raised	up	by	teacher	

made	me	think	about	it.	

	(10)	這些提問是否符合對認知的要

求？	

10. 我有適當的詞彙／語言來回答老師

的問題	

I	have	adequate	

vocabulary/language	to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11)	學生是否有適當的詞彙／語言來

回答教師的提問？	

11. 我能夠解決活動中的問題，或提供

建議。	

I	can	solve	problems	or	provide	

suggestions	dur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15)	要解決的問題是否符合學生的認

知程度？	

12. 這堂課讓我的認知能力	(例如：記

憶、分析、應用、綜合、比較、思

考)	進步了	

The	lesson	has	improved	my	

cognitive	skills	(such	as:	

remembering,	understanding,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creating)	.	

	(16)	學生在認知學習上是否有進展？	

13. 這堂課鼓勵我聆聽，並接受不同的

意見。	

The	lesson	encourages	me	to	liste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18)	這個單元是否鼓勵學習者聆聽及

接納不同的意見？	

14. 這堂課讓我知道了文化差異。	

The	lesson	can	promote	my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19)	這個單元主題是否能提升學習者

對於文化差異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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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兩表之分析 

兩表之分析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量化分析、課室觀察及觀課者意見或

建議。 
 

一、量化分析 

「檢核表」與「意見調查」對照之後可分成五個類別，分別是說明整體目

標/願景，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內容、語言（溝通）、認知及文化。每個類別

的題數都不同，最少題數為說明整體目標/願景，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只有一

題，而語言（溝通）這個類別是最多題，共有七題，詳情請見下表。 

 

表五- 13  兩表對應之題號與其類別 

	

兩表對應之題號	 類別	

1	 1	 說明整體目標/願景，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	

4	 2	 內容	

	3	 3	

5	 4	

語言	(溝通)		

6	 5	

7	 6	

8	 7	

9	 8	

10	 9	

11	 10	

15	 11	

認知	16	 12	

18	 13	

文化	19	 14	

 

於7位觀察者中，研究者再從中挑選4人，進行訪談，以增加研究之完整

性。參與研究之觀課人員及學習者會以實際課堂情況作為填答問卷的依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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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符合問卷之內容，將給予勾選，若教學不符合問卷所描述之項則不予勾選。

所得出的結果如下： 

 
表五- 14 教師與學生反饋 

題目關鍵字	 類別	

【已勾選】	 【未勾選】	

觀課者	 學生	 觀課者	 學生	

教學目標	

說明整體目標/願

景，教學目標及

學習成效	 100%	 88%	 0%	 13%	

教師對內容的講解	 內容 
 

100%	 92%	 0%	 8%	

學生對內容的理解	 86%	 83%	 14%	 17%	

學生語言的使用	 語言	(溝通)	 
	 

100%	 83%	 0%	 17%	

學生語言的學習	 86%	 79%	 14%	 21%	

學生語言的練習	 57%	 54%	 43%	 46%	

教師的講解語言	 100%	 88%	 0%	 13%	

教師的提問	 86%	 92%	 14%	 8%	

提問符合認知	 100%	 75%	 0%	 25%	

學生的詞彙與教師

提問的關係	 100%	 71%	 0%	 29%	

待解決的問題與認

知的關係	 認知	

	

100%	 79%	 0%	 21%	

學生的認知	 71%	 83%	 29%	 17%	

聆聽不同意見	 文化 
 

86%	 75%	 14%	 25%	

文化的差異	 71%	 79%	 29%	 21%	

	  	 	 	 	
 
 

首先，研究者先透過相關係數找出觀課者與學生兩者之間「已勾選」和

「未勾選」項目的相關性，再從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做進一步的比較說明及分析

及比較說明。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53 

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係數方程式如下： 

 
 

經由相關係數分析後， 所得出的結論如下： 

由於 R 值小於0.5，所得出結論為觀課者與學生「未勾選」項目兩者之間的

相關度較低。 

 

		 學生:未勾選	 老師:未勾選	

學生:未勾選	 1	 	

老師:未勾選	 0.453002334	 1	

	 	 	

結論：低相關度，因為 R<0.5	

 

然而經由統計推算，「已勾選」的 R 值大於等於0.5，由於多數行為科學的

因變量 (dependent variable) 的變化是不可預測，加上所收集的樣本不比物理科

學來得精準	(Cohen, 1988)	，故觀課者及學生兩者「已勾選」項目之間屬於中等

相關度。因此，本文將主要分析觀課者與學生於「已勾選」中所提出的回饋與

意見。	

 

		 學生:已勾選	 老師:已勾選	

學生:已勾選	 1	 	

老師:已勾選	 0.520831561	 1	

	 	 	

結論：中等相關度，因為 R>=0.5	

 

本次研究的問卷可分成五個部分，由於「說明整體目標/願景，教學目標及

學習成效」只有1題，故無法計算 P 值。以下列出其餘四個類別，即「內容」、

「語言 (溝通) 」、「認知」及「文化」之樣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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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容」的部份，透過 T 檢定得出此部分的 P 值為0.16，由於兩個樣

本之間的 P 值大於0.05，故學生與觀課者的反饋意見無顯著差異。 

 

表五- 15  t-檢定「內容」 

t-檢定:	成對母體數之差異檢定	

		 學生	 觀課者	

平均數	 0.875	 0.928571429	

變異數	 0.003472222	 0.010204082	

觀察值個數	 2	 2	

自由度	 1	 	

t 統計	 -1.8	 	

P	(T<=t)		單尾	 0.161414467	 	

臨界值：單尾	 6.313751515	 	

 

至於「語言（溝通） 」方面，從 T 檢定得出兩個樣本的 P 值為0.02，小於

0.05，故學生與觀課者對此類別的意見是具有差異的。 

 

表五- 16  t-檢定 「語言 (溝通) 」 

t-檢定:	成對母體數之差異檢定	

		 學生	 觀課者	

平均數	 0.773809524	 0.897959184	

變異數	 0.015542328	 0.02526725	

觀察值個數	 7	 7	

自由度	 6	 	

t 統計	 -2.655569839	 	

P	(T<=t)	單尾	 0.018873341	 	

臨界值：單尾	 1.943180281	 	

 
從 T 檢定得出「認知」與「文化」類別的 P 值分別為 0.42 與 0.45，兩者

的統計結果皆大於 0.05，故學生與觀課者對於此類別之意見與反饋差異不

大，顯著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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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7  t-檢定「認知」 

t-檢定:	成對母體數之差異檢定	

		 學生	 觀課者	

平均數	 0.8125	 0.857142857	

變異數	 0.000868056	 0.040816327	

觀察值個數	 2	 2	

自由度	 1	 	

t 統計	 -0.272727273	 	

P	(T<=t)		單尾	 0.415249341	 	

臨界值：單尾	 6.313751515	 	

 
表五- 18  t-檢定「文化」 

t-檢定:	成對母體數之差異檢定	

		 學生	 觀課者	

平均數	 0.770833333	 0.785714286	

變異數	 0.000868056	 0.010204082	

觀察值個數	 2	 2	

自由度	 1	 	

t 統計	 -0.161290323	 	

P	(T<=t)		單尾	 0.449098072	 	

臨界值：單尾	 6.313751515	 	

 
因此，本文將就其顯著性在下一節進一步分析語言（溝通）及第 11

題。 

 

二、課室觀察 

針對教師觀課調查表中「活動」的部分，從教學錄影及教學觀察筆記發

現，授課教師在教學當中過於緊張，加上預先設計輔助性語言包含學生已學或

已知的相關語言知識，這點與部分觀課者的認知有所不同，他們認為輔助性語

言只能是學習者未曾接觸過的，因此71%觀課者認為授課教師並未考量所需要

的輔助語言。 

至於在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表中，有些學生卻認為自己沒有機會可以練習

新的語言結構。根據研究者在教室的觀察，發現以下兩個因素促使學生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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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沒有機會可以練習新的語言結構：一為教室座位太分散，以致師生溝通不

良；二為教師忽略坐得比較遠的學生。 

研究者亦發現議題可引發學生學習意願， 但是在播放新聞議題的當下，學

生對影片產生興趣，雖然事後問卷回饋表示影片有點難，但是學生的注意力仍

集中在影片上，也會主動回應教師提問，小組討論亦極熱烈，由此可見，學生

的參與度非常高. 

整體而言，師生互動還算良好，但是教師在讓學生發言的時候，由於教室

的限制，專注於某個區域的學生，因此忽略部分同學。在小組討論時間，有些

小組很快就結束討論，教師則在引導其他組進行討論，因此出現冷場。大部分

學習者清楚教師的指示，知道要做什麼 。  

教師上課面帶笑容，語速適中，教學內容完整，條理分明，只是難免有點

緊張，忘記領讀文本，以致忽略文本語言。 

三、觀課者訪談 

從「已勾選」的表一可看出教師與學生的看法相當一致，僅在語言（溝

通）與認知上略有些差異。全部觀課者都覺得教師的提問符合學習者的認知，

但卻有25%學生持相反意見， 覺得提問無法讓他們思考。再來，所有觀課人員

都覺得在回答教師提問時，學生們有適當的詞彙來應對，但卻有29%學習者表

示他們沒有適當的詞彙回答教師提問。100%的觀課人員覺得教師在教學當中要

求學生所解決的問題都符合他們的認知的程度，但有21%的學生不認同，認為

自己無法解決教師的提問，或提供相關解決方式以解決教師所提出的問題。 

針對學生無法就教師的提問進行思考，就課室觀察中，教師上課速度略

快，學生有聽不懂提問的狀況，以致他們無瑕思考教師所提出的問題。 

就以上的題目，受訪的觀課者的訪談重點整理如下： 

觀課者 Q 觀課者 S 觀課者 D 觀課者 Y 
語言與認知是相

關的，因學生語

言程度的關係、

程度不夠無法發

思考包含分析、評

估創造。學生的層

次可能停留在低層

次的思考技能。 時

觀課者在觀

察當中可能

把注意力放

在與教師的

學生沒有達到思考

的層次，他可能連

語言都無法理解，

以致無法達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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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認知，加上缺

少語言的框架、

議題的本身的限

制，學生來源不

一，影響 4、5、6
題最大的就是語

言的問題。任課

教師的用語雖然

已經很淺白了，

但是對學生來說

還是難。 
 

間上的不足，雖然

設計好，但是執行

下來學生的認知可

能停留在低層次階

段，高層次思考比

例不多。 
 

互動多的學

生，未參與

的學生興趣

不高，學生

的語言程度

低，過後聽

不懂就無法

參與，或者

是個人問

題，本來參

與後來做別

的事。授課

地點十分遼

闊，讓老師

的視線是不

容易看到學

生在做什麼

的，學生的

分心會造成

他們沒有辦

法參與這課

程。 

層面，無法領會老

師問問題的用意。 
在語言的要求上，

老師要求的語彙滿

合理的，只是學生

需要一些時間來吸

收，有可能會的早

就會了，不會的也

沒有辦法立刻學

會。 
CLIL 對老師來說很

難操作，給了一個

生字表，好像學生

看一眼就像電腦刷

過就進去了，那不

太可能啦。它需要

讓學生可以回去很

長的時間去記憶與

消化，課程太緊湊

以及課程時間太

短，比較像是展示

CLIL 的教法 
因語言和時間的問

題，討論時間短，

學生來不及反應，

因為課程時間太短

壓縮到 
 

教師忽略了語言

框架、上課可能

聽懂了，但是新

聞影片太複雜，

因此不知道老師

對新聞的環節的

提問 

來上課的學生程度

並不一致，即使那

樣子的句型對他來

講可能都有些困難 

同上 同上 

同上  「問題解決」的定

義與老師的認知不

同，語言程度也有

關係，知道但是不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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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師訪談意見，雖然教室的討論氣氛相較其他課堂來得熱烈，但是學

生的認知程度沒有達到所預想的層級或仍停停留在基礎認知技能，如記憶及應

用等，因為有些待解決的問題較複雜艱深，如為什麼會有極端氣候及如何減緩

極端氣候的加劇等，都需要較高層次認知技能或教師引導才能就問題提出解決

方法，以致中文程度不好的學生無法順利提出解決方法。 

關於學生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詞彙回答教師的問題，雖有上課之程度建

議，但是仍然有一些初級學習者參與其中，以致他們沒有足夠的詞彙來回答教

師提問。 

程度較好的學生（學中文約1年以上）也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詞彙來回答教

師提問，觀課者所提出的解釋是可能他們對題目的解讀不同，或者是由於本次

課程的議題為「台灣氣候」，所延伸出的討論方向是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等，多

為現象的敘述，因此學習者沒有具體的建議可以提供，因此他們沒有勾選。 

綜合以上的分析，影響這個部分最主要的因素是學生的語言程度，由於語

言與認知是相關的。這堂課對語言程度的需求設定為 CEFR A2-B1，因此，語言

程度比預期來得低的學生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理解授課教師的提問。 

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他們在課堂上使用了新學的語言結構，其中包含語法

與詞彙，只有17%的學生不贊同這個看法，原因在於語言輔助課課程人數較

多，加上場地限制，教師易忽略學生的討論及發言，以致產生這種情況。 

會用中文說、或者

真的自己沒有什麼

建議可以提供。 
學生對題目的解讀

有落差，理解跟我

們要訪問他的可能

不完全符合，不過

以你這個比例來說

我覺得算蠻高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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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者與學生的意見反饋都十分相似，兩者都有正面的回饋，教學設計裡

包含的核心詞彙，而任課教師也透過不少的方式教授詞彙，所以學生大都認為

學習了新的語言。 

觀課者與學生的意見反饋都十分相似，兩者都有正面的回饋，教學設計裡

包含的核心詞彙，而任課教師也透過不少的方式教授詞彙，所以學生大都認為

學習了新的語言。 

教室為小型演講廳，學生座位分散，不集中，且教師於課程開始並未聚集

學生。這除了使教學上面臨困難，也無法全面觀察學生之反應，錯失讓學生練

習語言結構的機會。 

此課程應用了 Bloom’s taxonomy 的六大認知技巧，整體而言，發現低層次

思維技能 (LOTS) 基礎的認知皆已展現在教學活動中，其中包括記憶、理解及應

用，但有觀課者認為記憶是需要時間才能顯現的，但時間不夠，雖然已見其體

現於教學活動當中，但未知其確切效果。高層次思維技能 (HOTS) 則較為模糊，

大部分的觀課人員認為教學活動並未運用創造 (create) 的認知技巧。 

觀課者 Q 觀課者 S 觀課者 D 觀課者 Y 
高、低程度的

understand（高、

低）、apply、分

析、evaluate、

create 沒有 

記憶、理解、應用 
（最後的省電）、

分析（為什麼會造

成極端氣候）、評

估 (judge, support) 
判斷什麼原因造成

原因。 create 沒有

達到 

remember 
understand apply 
analyze  都做到、 
evaluate 比較難

說 ，Create 不確

定 

因為課時的限制

及跟學生互動的

形式最多的就是

Understand、

Remember 太匆促

了，時間不夠，

雖然做出來了,但
是成效不知，學

生會的就是會，

不會的也不會立

刻學會，若不會

回答的時候還是

要找字卡，Apply
應該是多少要做

到， 大家都很難

做到 Create、

Analyze 是自己的

能力、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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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輔助及問題上

的引導。 

課堂的氣氛整體來說是愉快的，學習者參與度高且態度正面、積極。大部

分的學習者都會主動回答教師提問，即使語言程度不高，也想要回答。由於上

課的時長兩小時，中間不休息，以致學習者在後段課程中顯露出疲態。綜合觀

課者的觀察，在播放新聞的時候，學習者反應沒討論來得踴躍，這正好呼應了

學習者中有人提出新聞太快，內容困難，比較難理解的回饋。 

觀課者就學生在課堂的表現在訪談中進一步說明，重點整理如下： 

觀課者 Q 觀課者 S 觀課者 D 觀課者 Y 
學生態度積極、有

時候新聞太快太

長，播了新聞學生

反應就比較差了。

會來上課可能是對

議題有興趣，所以

有學習動機，只是

他們語言的限制或

是教師對語言的關

照不足造成有些阻

礙，但大部分反應

都很好 

氣氛愉快、學生會

主動提問、老師沒

有想到的部分學生

會說出來、即使語

言程度不好，也很

想要回答，學生有

主動、積極的態

度。 

學生的反應很不

錯。教材能夠引起

共鳴，參與度就

高。認真的學生反

應很好，上課的時

間太長，但中間沒

有休息，前半參與

高，下課前的前半

會太累。整體氣氛

很不錯、學生對於

這樣子授課覺得新

鮮、有趣。 

學生反應很

好，很自然

的親和力、

可減少學習

壓力，只要

有學習意願

皆可。 

在師生互動方面，就研究者的觀察及觀課者的訪談，因受到場地限制，場

地是一個可容納200人的小演講廳，桌椅皆固定無法移動，教師因此移動不易， 

無法即時回應，或只能關注某個區域的學生，因而忽略坐得比較遠或者沒有什

麼反應的學習者。教師的語速適中，若學生無法回答，教師也不會勉強，同時

也會鼓勵其他同學幫忙代答，緩和學生的緊張感。整體而言，師生互動良好，

上課氣氛融洽。課後有學生表示若下次的課程還是同樣的教師，他會來參加。 

 

下表為所整理之訪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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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者 Q 觀課者 S 觀課者 D 觀課者 Y 
場地的限制，任

課教師關注前排

學生。無法知道

學生的名字以致

難以互動。學生

很想回答，老師

也很樂意聽學生

的意見，因為場

地的各種限制阻

礙了這一切，可

是大致還是很良

好的。 

受限於座位、教

師無法及時回

應，但是盡可能

關注他人、沒有

只專注在某個區

域，老師從頭到

尾都帶著笑容、

語速不快不慢、

聲量剛好、學生

不會有壓力、學

生會請求他人援

助、任課教師會

指定學生幫忙回

答，能緩和程度

比較差的同學的

緊張感 

大部分老師都容易

把目光放在有反應

的學生上，容易忽

略沒有反應或坐比

較遠的。授課場域

不理想，空間太

大，進行小組討論

很困難，不方便，

它是演講廳而不是

教室。 

師生互動良好，

任課老師語速不

快、聲音柔和，

雖然緊張，但是

肢體看起來不緊

張。若學生無法

回答，教師也不

會勉強，也不會

一直盯著他看，

讓學生緊張。  

 

小結 

本研究先將所收集的資料以量化進行分析，再以教室觀察及觀課者之訪談

輔助說明所得之分析。 

研究者的課室觀察筆記及觀課者訪談所得的意見相符，皆認為： 

1) 任課教師準備的內容十分豐富，上課氣氛良好，教師與學生互動佳 

2) 學生參與度高，雖然在討論中會有冷場狀況發生，但是大致上學習

者會主動回應教師提問，積極參與小組討論。 

3) 由於課型限制，學生程度無法掌控，因此影響分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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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驗不足，任課教師因第一次進行語言輔助課教學，不熟悉課程運

作，加上受限於課時壓力，以致教學節奏不清楚。 

5) 礙於場地的限制，教師移動不易，無法全面顧及學生的情況， 但是

學生們對這堂課仍有高評價，學生們所給的分數平均為4分 （滿分5

分），可見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這堂是不錯的。 

 

美中不足的是，語言的部分較為薄弱，特別是輔助性語言設計不多，無法

有效輔助學習者學習。從課堂中的師生互動不難發現，教學者只是單純陳述預

先設計好的輔助語言機構，且並沒有加以解釋或鼓勵學生使用，逐字稿截錄如

下： 

師：你看這裡是哪裡？ 

師：現在請你想一想，我們剛才學的這些災害。請你把它圖片跟字放在

一起，哪一個對？請你想一想。跟你的朋友討論一下。 

師：剛剛在這個影片裡面說台灣怎麼了？這個世界怎麼了？地球怎麼

了？你有沒有聽到？她覺得是越來越冷還是越來越熱？ 

 

就學生的學習成果而言， 部分學生的確能夠應用所學。如： 

1) 師：你覺得這兩張照片照這兩張照片的時間一樣不一樣？ 

生：我覺得不一樣，左邊的沒有太陽，右邊的有太陽， 

2) 師：你覺得為什麼地球會越來越冷呢？ 

生：因為天氣暖化的關係，氣候越來越熱，北部的地方跟南部的地

方的冰越來越少。 

3) 師：讓台灣下大雨的是什麼？ 

生：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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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還有什麼？一下冷，一下熱？極…… 

生：極端氣候 

5) 師：你用自己的吸管，你覺得好不好？你覺得呢？ 

生：我覺得很好，因為你的吸管可以洗，然後再使用…… 

 

 

就4Cs 核心原則之課程設計討論如下： 

4Cs 框架 觀課者 學生反饋 

內容 P P 
語言 (溝通)  P P 
認知／思考 P P 
文化 P P 

 
綜合觀課人員及學生的反饋，在4Cs 架構下，觀課人員及學生的反饋大致

上都認為這堂課程符合4Cs 架構的基本原則，即在課堂教學中包含了內容，同

時也有語言及溝通的部分，課程也能夠提升學生的認知與思考能力，並鼓勵他

們進行跨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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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 CLIL 在華語教學的應用性及成效。本章旨在陳述研究結果

之總結，共分成三節敘述之。第一節為研究結果，在於整合研究結果之分析。

第二節為研究限制，敘述本研究進行時的侷限。第三節為未來研究的方向與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 CLIL 模式進行教材編寫及課程設計，再透過問卷及訪談的方式分

析結果，以探討 CLIL 於華語教學的可行性及成效，綜合研究結果，得出以下結

論： 

一、CLIL 能應用華語教學 

本次研究欲探究 CLIL 教學法在華語教學上之可行性，而從實驗結果發現，

學生們及觀課者皆對課程給予正面的評價，因此，CLIL 教學法在華語教學操作

上是可行的。 

二、CLIL 應用於華語教學之成效 

 (Coyle, 2013) 評量只是定義成功學習的一部分，並不是所有的成功的學習

都能以測驗來衡量的。在 CLIL 模式下，學習者的學習及他們如何看待學習過程

和結果的價值也被視作為成功學習的因素。 

課程設計皆以 CLIL 模式進行，在教學活動設計上亦符合了 CLIL 的要求，

即是內容、語言、認知與文化，並佈置了相關的認知學習活動。學習者在回饋

中表示能思考上課內容及就課堂中的提問提出意見或建議，提高學習 。由此可

見認知活動能幫助學習者學習，CLIL 模式有利於學習。 

三、CLIL 模式能運用在各年齡層的學習者 

CLIL 的研究範圍常分佈在國高中的階段，大學階段則較少相關研究 (Pérez-

Cañado, 2012)。參與本研究之語言輔助課的學生皆已滿18歲且至少擁有高中畢

業的學歷。根據所搜集的資料顯示，他們對本次教學的回饋多是正面且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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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即便受到語言程度的限制，部分參與教學的學習

者語言程度亦未達課程所需之語言最低標準，但仍然對課程有很高的評價，中

文學習未達6個月者則普遍都給予課程平均達4分（滿分5分）之滿意度，加上

CLIL 的性質是教學設計與教材編寫都能因應學習者需求而做出調整，CLIL 適合

所有類型的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風格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9b)，因此能夠應

用於各年齡層的學習者。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所面臨的限制如下： 

一、課程性質 

由於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的課程是自由選修，雖在課表上已列明語言

程度需求，中文程度至少 A1，但是國語教學中心語言輔助課的課程性質是屬於

自由選修，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並無嚴格過濾學習者的中文程度，以致出現有中

文程度不到 A1 的受測者，使得研究受到語言程度之影響，結果與假設有落

差。 

二、教學地點受限 

語言輔助課教室為小型演講廳，桌椅皆固定，無法移動，以致教學活動進

行不易，除了教師容易忽略坐在旁邊的學習者之外，學習者進行小組討論中也

較為困難。 

三、觀課者樣本 

由於修習 CLIL 教學法課程的學生不多，使得觀課者樣本數量較少，影響了

本研究之資料計量分析上的效度，但本研究以訪談彌補此計量上之不足。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仍然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因此列出以下幾點為未來

研究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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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LIL 於華語教學之應用 

經由研究發現，CLIL 亦適用於華語教學上，並能夠引起學習者學習，增加

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建議未來可將 CLIL 廣泛應用於華語教學中，以增加華語

教學之多元性。 

二、教學實驗次數不足 

由於授課教師在實驗進行時為第一次接觸語言輔助課程的教學，若未來能

讓教師在教學實施前多觀摩相關課程，先進行試教，再進行修正，進而應用至

正式教學。 

三、CLIL 教材編寫 

從研究結果得知，CLIL 適用於在各程度的學生，並具有學習成效，因此在

未來的研究方面，可針對不同程度之學生進行相應的課程編寫及教材設計，以

利學習。 

四、CLIL 適用之課程類型 

本次研究以語言輔助課為研究之課程類型，由此可見，CLIL 雖然適合各個

程度之學習者，但是需要大家的語文水平都在相同的水平之上，加上需要進行

各種認知活動，未來可在分級類型課程進行更多研究，以探究 CLIL 教學法的應

用。 

五、師資培訓 

由於 CLIL 教師需兼顧語言及內容，搭配認知活動進行學習，還需融入文

化，以致教師準備課程繁重，耗時長，工作量增加，因此建議若學校需要進行

CLIL 教學，能建立相關工作坊，進行教師培訓，共同備課，建立課程資料，以

減輕教師負擔，以達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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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CLIL 觀課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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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語言輔助課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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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材  

教材 1 台灣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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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2 石虎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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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3 那雙看不見的手-從「普悠瑪」事件看社會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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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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